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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汝州市交
通运输局根据《汝州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在全市开
展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市场
专项整治活动实施方案》
（汝政办【2017】172号）文件
精神及工作要求，按照市
委、市政府安排部署，在小
屯镇依法开展取缔“黑驾培
点”专项整治活动。

此次整治活动由小屯

镇政府组织，市交通运输、
公安、土地等部门配合，组
成联合执法组，对小屯镇辖
区内私设的“黑驾培点”依
法进行取缔捣毁。活动当
天，共组织执法人员 20余
名，出动执法车辆5台，挖掘
机1台。集中对小屯镇辖区
内违章建筑及私办驾校等违
法违规经营行为进行清理整
治，拆除“黑驾培点”6个。

本报讯 为强力推进中大街
整治提升改造二期施工进度，营
造良好施工环境，11月13日，钟
楼街道新城办、城管办、土地所、
安监办、环保所、民政所、执法监
察中队、中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管
理办公室联合市查违办、钟楼派
出所共计50余人开展联合执法集
中行动，对中大街整治提升改造
二期范围内私搭乱建的彩钢瓦房

依法拆除。
据了解，基于中大街作为汝

州重要的传统商业街区和历史文
化保护街区的区位优势，由于历
史原因，私搭乱建、多占经营现象
较为普遍。在中大街整治提升改
造二期施工中，钟楼街道经过前
期摸排调查，共发现涉及18家临
街搭建的彩钢瓦房，既影响城市
规划和施工进度，又存在重大消

防安全隐患，拆除工作迫在眉
睫。为配合中大街整治提升改造
二期施工，钟楼街道工作人员利
用中午、晚上群众在家吃饭间隙，
多次入户宣传、协调沟通，并张贴
了公告，下发了限拆通知书。经
过深入调查了解，广泛宣传发动
党员干部们率先垂范，主动作为，
积极配合办事处工作，但仍有个
别群众抵触，对拆除工作置若罔
闻。

面对中大街整治提升改造时
间紧、任务重的严峻形势，钟楼街
道党工委办事处不等不靠，及早
谋划，主要领导亲自部署，安排三
名科级干部坐镇指挥，抽调机关
精干力量，分成现场警戒组、信访
维稳组、宣传报道组、依法处置
组、督查考核组，对私搭乱建的彩
钢瓦房迅速启动拆除。当天上午
8:30，联合执法人员在东街社区
居委会集合，经过简单部署后，各
行动小组按照职责分工迅速行
动，拉起警戒线，展开对各点的拆
除工作。

截至当天下午6点，影响中
大街施工的18家50余间780余
平方米彩钢瓦房全部拆除完毕。

1.买卖驾照分数涉嫌违法
买卖驾照分数属于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干扰了正常的交通管理秩序，为交通肇事埋下了隐

患。公安机关也将严厉打击买分卖分违法行为，一经查处，将追究法律责任。
2.别以为卖分是件小事，其实后果很严重！
影响车辆的年审：卖分给别人，此人的违法记录会在您的档案里显示，严重影响日后车辆的年

检和车管部门的审核。
可能会替他人承担法律责任：如果买者有肇事逃逸等重大违法行为，那么您有可能要因此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3.驾驶证卖分分分钟泄露个人信息
驾驶证拿去卖分，必定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隐患。比如传送驾驶证、身份证等照片时，很可能

将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就有可能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

本报讯 11月10日，记
者在汝州市司法局了解到，
为表达对司法局副局长、汝
州市纸坊镇张庄村驻村第一
书记卢占利的感激之情，张
庄村孤寡老人何遂江专门来
到汝州市司法局，将一面写
着“热心为民，品德高尚”的
锦旗送到卢占利手中。

纸坊镇张庄村村民何
遂江，身患残疾，丧失劳动

能力，生活十分困难。2016
年12月，汝州市司法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卢占利任纸坊
镇张庄村驻村第一书记，卢
占利了解情况后，特别关心
老人的情况，经常去家中探
访。初冬来临之际，当了解
到老何行走过程中经常出
现腿脚突然无力的情况，于
是积极联系残联，给他送来
了轮椅，老人备受感动。

本报讯“俺种的辣椒
火红火红的，不少人来拍
照，快成景区了！”11月 14
日，汝州市杨楼镇南范庄村
民安恒欣站在自家的辣椒
地里，脸上笑开了花。

今年，安恒欣流转村里
500亩土地，尝试着种植艳
红一品辣椒。现在，辣椒到
了收获季节，一大片火红的
辣椒煞是喜人，安恒欣心里
甭提多舒坦。然而，当初打
算种辣椒时，安恒欣还是有
所顾虑：“村子这地石土薄，

种辣椒不知啥样?”
正当安恒欣七上八下

拿不定主意时，当地鑫宝农
业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刘
国强让安恒欣吃了定心丸：
合作社从辣椒品种、技术、
农资等方面提供支持，还对
辣椒进行回收。

“由于艳红一品辣椒抗
病性强、产量高、辣度大，今
年，除了杨楼镇，王寨、焦村
等乡镇也种了不少辣椒，全
市今年累计种植辣椒1200
余亩。”刘国强说。

本报讯 近日，汝州市
公安局庙下派出所在打击

“盗抢骗”违法犯罪专项行
动中，成功打掉一个扒窃犯
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
名，当场缴获被盗手机3部，
查扣五菱面包车一辆。

11月初，庙下派出所民
警对近几个月发生的扒窃
案件进行全面梳理时，发现
了一个流窜于汝州市各个
乡镇会场的扒窃犯罪团
伙。庙下派出所全体人员，
加大社会面管控，着便衣加
大对庙下镇商业区域及会
场的巡逻力度。

11月 11日上午，秦志
国、宋吉星带领薛九敏、骆
鹏鹏、闫亚萌、李鹏涛等人
在庙下镇会场巡逻时，发现
一辆可疑车辆，便对该车辆
中一男两女进行跟踪观
察。发现该团伙由其中一
名女性成员以买衣服为掩
护，其余一男一女趁机扒窃
周围行人。民警们迅速行
动将三名犯罪嫌疑人控制，
当场缴获被盗手机三部。

经审讯，曾某、张某、王
某为外县市人员，对犯罪事
实均供认不讳。目前该案
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老赖，你的电话号码已被标注
汝州法院通过“360手机卫士”APP标注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杨松播 刘延斌 郭亚伟

本报讯 11月8日，汝州法院
执行局干警像往常一样拨打老赖
余某的电话，准备督促其履行义
务，这时手机上的“360来电秀”醒
目地显示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数据来自河南省汝州市
人民法院”等字样，这是汝州法院
利用手机360安全卫士标注失信
被执行人信息，发挥失信被执行
人信用惩戒功能的一项重要创
新。

为进一步扩大对失信被执行
人的信用惩戒功能范围，敦促失
信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义务，汝州法院与360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达成技术合
作，通过360公司旗下的“360手
机卫士”APP，协助法院以电话号
码标注的方式对失信被执行人进
行公布。

凡安装“360手机卫士”APP
的用户，无论是拨打还是接到失

信被执行人被标记号码的电话，
均会在手机屏幕上显示“某某已
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提
示字样。当失信被执行人履行债
务后，法院将联系360公司取消相
关标注。

据了解，为破解执行难，汝州
法院不等不靠，积极与相关部门
沟通合作，借助“互联网+”“大数
据”优势，压缩老赖的生存空间，
共同构建联动执行的共赢格局。

50余间彩钢瓦房被依法拆除
钟楼街道强力推进中大街整治提升改造二期施工进度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刘亮果 文图

凭C1驾驶证可免费领山地车？
汝州市交警大队：变相买分卖分，属于违法行为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郝鹏胳

本报讯 最近，网络上出现
了一则漯河市淞江路的小区门口
有人变相买驾驶证分的消息。11
月8日，记者了解到在汝州市凤凰
城和华予金城小区之间的道路上
也有类似的现象，随即赶到现场
了解情况。

在现场，记者看到有一张桌
子上面放着空调被、电饭锅，地上
停着几辆自行车，旁边有两棵树

上面挂着一个横幅，写着“凭C1
驾驶证免费领山地车”等字样。

据一位负责人表示，现场所摆
放的物品可任意选择，根据选择扣
除分数的不同，兑换的物品也不
同。6分可兑换空调被、床上用品
四件套，9分可兑换电饭锅、自行
车，但前提是携带身份证、C1驾驶
证让他们拍个照片，并登记有关信
息。负责人还表示，从11月6日到

8日已经有几十个人登记。
对于这种情况，汝州市交警

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这种行为
是变相买分卖分，是违法的，公安部
已经明令禁止买分卖分。他们会协
同公安部门对此现象进行查处。

另外，该相关负责人提醒市
民，一旦发现、查清买卖驾驶证分
数的行为，警方会依据治安管理
处罚法相关规定，给予严肃处理。

驻村第一书记解民困
群众送来锦旗表谢意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王国锋 通讯员 尹晓东

汝州市交通运输局
清理整治“黑驾培点”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郭永涛 陈跃强

村民：“俺这快成景区了！”
汝州千余亩辣椒秀出火红世界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刘勇

汝州市庙下派出所
成功打掉一扒窃团伙
□记者 李春 通讯员 杨一夏 兵珲

私搭乱建的彩钢瓦房被拆除

驾照分数不能卖的三大理由相
关
链
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