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4月19日 星期五 责编 杜一格 美编 唐鼎

河南 社会AⅠ·22

安阳重拳整治交通秩序

行人、机动车闯红灯将被严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高翔

本报安阳讯 近日，安阳市
交警支队组织开展了为期一个
月的春季道路交通秩序整治行
动，针对行人、机动车闯红灯等
行为将严格处罚，同时，对三轮
车加大整治力度。截至4月14
日，累计暂扣三轮车336辆，处
罚7093起，累计查处酒驾269
起。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安阳
市委市政府创建国家文明城
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及百城
提质工作会议精神，迅速在市
区范围内掀起交通秩序整治
高潮，安阳交警支队从4月3
日起至月底组织开展为期一

个月的春季道路交通秩序整
治行动。

针对路口交通秩序整治
工作，该支队将在全市20个
主要路口增加警力和志愿者，
利用早晚高峰，采取警示绳、
伸缩护栏隔离等方式，劝止行
人、非机动车按路口信号灯通
行，不闯红灯、不越线、不翻越
隔离护栏，非机动车不逆行。
对不听劝阻、造成群众围观影
响路口通行秩序的，依据法律
法规严格处罚。

针对三轮车整治工作，交
警支队加大全市14条主干道
机（电）动三轮车、农用三轮车

违法行为整治力度，重点查处
闯禁行、在限行道路内行驶、
闯红灯、逆行、走快车道等18
项交通违法行为，同时，对机
动三轮车要严查无证、无牌、
漏检、报废等。

在整治行动中，按照路段
分工，市区各执勤大队将集中
精力开展三轮车交通违法整
治，突出显性用警和大兵团作
战，对及时发现的三轮车交通
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究一
起，处罚到位。

通过此次整治行动，全市
交通通行秩序和文明出行环
境得到明显提升。

本报安阳讯“请不要拍卖
我的房子，给我几天时间，我保
证还清债务！”近日，滑县人民
法院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中，被执行人担心其房屋被拍
卖，主动履行还款义务。

据了解，2017年，王某向高
某借款15万元，双方约定月息
1.5分。后经高某多次催要，王
某均以经营困难，资金周转不开
为由拖延搪塞。高某遂将王某
诉至滑县法院。经审理，法院依
法判决王某偿还高某借款15万
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王某未
依法履行还款义务，高某向滑县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今年1月18日，案件进入
执行程序后，滑县法院依法向
被执行人王某送达了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等法律文书，但
王某依然无动于衷。执行法官
第一时间登录网络查控系统，
但未查询到王某名下有足额财
产。经调查，被执行人王某的
名下有一套商品房已被诉前保
全，滑县法院已依法予以查封，
该房屋预估价值足以抵偿债
务。执行法官立刻将此信息告
知被执行人王某，并告知其如
果还不主动履行还款义务，滑
县法院将依法通过司法拍卖处
置其被查封的房产。

此外，执行法官还详细告知
了拍卖流程及拍卖结果的不确
定性。被执行人王某听后顿时
忐忑起来，其担心万一自己的房
屋拍卖成交价低，财产利益会遭
受损失。后被执行人王某提出，
希望自己把房子卖了来偿还债
务。执行法官坚决否定后，王某
彻底慌了神，其请求执行法官先
不要拍卖处置房产，并保证立刻
筹钱还清债务。

两天后王某将全部欠款打
入滑县法院执行款专用账户。
执行法官也及时对被执行人王
某的房屋进行解封。

本报安阳讯“真没想到
这拖欠的工资法官能给送到
家，这心里真痛快啊！”近日，
安阳县人民法院快速执结一
起劳务合同纠纷案，年近七旬
的申请人刘某、张某、黄某等
人在自家院子里领取1.97万
元的工资款后，紧握执行干警
的手表示感谢。

据了解，原告刘某、张某、
黄某等10余人与被告阎某劳
务合同纠纷案，2018年年底，
双方在法官主持下达成了调

解协议，并出具了调解书。然
而，约定的还款日到期后，被
告阎某故意躲避，拒不按照调
解书内容履行义务。今年3月
下旬，原告刘某、张某、黄某等
人向法院提出了强制执行申
请书。

执行立案后，执行干警积
极搜寻被执行人阎某可供执
行的财产线索，并成功查封其
轿车一辆。

4月10日，执行干警再次
通过电话向阎某释明拒不执

行的严重后果，并告知其法院
下一步将要采取的强制措施
等，在强大的执行声势和威慑
下，被执行人阎某最终服软，
同意筹款履行义务。

4月15日，被执行人阎某
将1.97万元的工资款转到了
法院指定账户。考虑到申请
人年纪偏大，当日下午，执行
干警携带卷宗和案款，上门送
到了各位申请人的手中。

本报安阳讯 近日，在
安阳市文昌大道与彰德路
交叉口西北角，一车辆在行
驶中引擎盖突然起火，消防
人员接到报警后迅速处置，
仅用不到5分钟就成功将火
扑灭，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据了解，4月 15日 18
时20分，安阳市消防支队
接到报警称玄鸟西北角一
辆轿车在行驶途中发生起
火，指挥中心立即调派高新
大队黄河大道中队2辆消
防车12名消防人员赶往现
场紧急处置。

18时28分，消防人员
到达现场发现，在路边的非
机动车道上有一辆银色比

亚迪轿车正在猛烈燃烧，消
防人员立即展开行动，利用
城市主战消防车的一支直
流水枪将火势压制，其余消
防人员利用撬杠将前挡风
玻璃、引擎盖破拆，不到5
分钟，明火已被全部扑灭。

随后消防人员与该车
主沟通得知，车辆是在行驶
途中突然发现引擎部位发
生冒烟，由于是下班高峰
期，驾驶员立即将车辆停靠
在非机动车道上，并拨打
119报警。由于报警及时，
且事故地址讲得具体明确，
为救援争取了时间避免了
更大的损失。

本报安阳讯 因协助组织
卖淫，两男子被汤阴警方列为
网上逃犯，4月18日凌晨，两
人均在不同网吧现身，汤阴警
方立即出动，不料犯罪嫌疑人
聚精会神玩游戏毫无察觉，直
到被戴上手铐才回过神来。

4月 18日零点30分，汤
阴县公安局合成作战中心值
班民警通过分析研判了解到，
协助组织卖淫在逃嫌疑人贺
某在汤阴县城西关某网吧出

现。为了尽快抓获犯罪嫌疑
人、消除群众身边的治安隐患，
民警立即出动驾车前往。十分
钟后，当民警抵达网吧时，发现
嫌疑人贺某正聚精会神地沉浸
在网络世界中，根本没有发现
民警的到来，直到手铐戴到手
上时，才恍然大悟。

当民警驾车带领贺某返
回公安局时，接到值班民警
电话通知，与贺某同案件另
一嫌疑人苏某出现在该县城

东关某网吧内。民警立即兵
分两路，一队人员继续将贺
某带回局内，另一队人员驾
车赶到东关某网吧内将苏某
成功抓获。

经查，贺某是汤阴县人，
苏某是濮阳市人。两人于
2018年10月在汤阴、鹤壁、浚
县、湖北等地协助组织卖淫被
汤阴警方列为网上逃犯，两人
逃窜数月返回汤阴后被抓获
归案。

担心房屋被拍卖“老赖”主动求还款

干警上门送案款 老翁在家领“工资”

轿车途中起火
司机准确报警止损

逃犯玩游戏太投入 网吧被抓才回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聂世辉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黄宪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李国强 文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石小雨

本报安阳讯 近日，林
州民警在处置警情归途中，
遇到一名女子在阴雨蒙蒙
的天气里衣衫单薄，蜷缩在
一小区门口，该女子存在智
力障碍，民警将其带回所里
后，与河北警方联合帮其找
到家人。

4月11日下午，阴雨蒙
蒙，气温骤降，林州市公安
局振林派出所值班民警在
处置完一起警情返回途中，
发现辖区一小区门口蜷缩
着一妇女，该妇女衣着单
薄，面色狼狈，头发凌乱。

民警见状立即停车上
前询问，发现该妇女说话口
音为外地人，且口齿不清，
难以正常与人交流。民警
询问周边群众，均称不认识
该妇女，民警猜测该妇女可

能迷路，便将其进行安抚后
带回所里调查。

回到所内，该妇女坐在
椅子上浑身哆嗦。民警连
忙为她找来了食物和热水，
随后与其耐心交流，但她除
了在纸上写出“陈××”三
个字外，始终无法说明自己
的基本情况。

民警只能初步判断其
为河北省邯郸市涉县口
音，向涉县警方求助，得知
该妇女确为涉县失踪人
员，患有脑部疾病，存在智
力障碍。

一个多小时后，该女子
丈夫和母亲匆匆忙忙赶来，
见到失散家人后，该女子神
情终于放松，一家人其乐融
融，并对热心的民警表示了
感谢后离开。

智障妇女异乡迷路
林州民警暖心救助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崔守跃

消防员及时将火扑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