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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南阳

南阳交警推出便民服务新平台

车管业务手机即可办理
本报讯（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吕鹏）记

者昨日从南阳交管支队获悉，即日起，南阳
市民除了可以在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
管理平台（ha.122.gov.cn）上办理各项交管业
务外，还通过下载“交管 12123”智能手机
APP，进行实名认证注册后即可享受手机在
线办理交通违法、驾驶证业务、机动车业务
等 3 大类移动车驾管在线服务，真正实现掌
上办理交警业务。

该 APP 由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出品。苹果手机在 App Store 搜索 12123、安
卓手机在各大应用商店搜索 12123 或通过微
信扫一扫扫描二维码下载安装。通过安装

该 APP 广大车主和驾驶人可以在手机上办
理: 互联网服务平台个人用户注册、机动车/
驾驶证/违法处理等业务预约、受理和办理、
交通安全信息查询、业务告知提醒、业务导
办、道路通行服务等全方位交通安全服务。

据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法宣大
队负责人介绍，以往办理交通违法、补换证
件等业务需要前往交管部门业务窗口排队
等候，还需要提供各种手续，耗时且效率不
高，下载该 APP 通过面签进行实名认证后，
车主、驾驶人可以实时查询车辆状态、在线
处理交通违法、补换驾驶证等业务。此外，
通过手机网上银行支付缴纳罚款也将通过

该软件逐步实现。
需要注意的是，市民下载安装该APP后，

仅仅在线注册只能使用违法记录查询、告知
提示等部分功能，如果要享用该软件的全部
功能，还需要到南阳市交管部门设立的面签
窗口进行实名认证后才可以使用。

为了方便市民前去注册面签，南阳市公
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全市范围内设置了45个
面签信息采集点。南阳市民除了可以就近选
择9个城区交巡大队、8个城郊派出所交巡大
队外，还可以在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车辆管理所、顺安机动车检测公司分站机动
车登记服务站等多个采集点办理。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
员 王新兵）近日，社旗县法院把精
准扶贫工作作为践行司法为民、提
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举措，切实抓
好涉及扶贫开发工作的案件审判
和执行工作，为打赢扶贫开发攻坚
战提供更有力的司法保障和服务。

坚持人员到位。该院成立以
院长裴宗全为组长的精准扶贫攻
坚领导小组并设立办公室，选派中
层正职以上的骨干力量 30 余人对
所联系的陌陂镇朱庄村 86 户贫困
户进行精准扶贫，做到心中有数，
确保一个萝卜一个坑；对选派人员
进行培训，提升素质，并制定“作战
图”，实行“倒计时”，立下“军令
状”，层层压实责任，级级传导压
力，紧盯“摘帽”这个目标，加快推
进脱贫步伐。

坚持制度到位。建立扶贫干警
和联系点的长期联络机制，制定贫困
户信息采集表，发放贫困户精准脱贫
明白卡，对扶贫政策举措进行科学分
类，挂图作业、按图销号，真正做到扶
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

坚持服务到位。深入基层调
研，认真开展“送法进基层”系列活
动；帮助贫困村建立纠纷调解室，
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
展，因地制宜开展“改路改水、改
厕、该灶、改圈”为主要内容的新农
村村庄美化建设，在脱贫致富措施
上找准突破口。

坚持审判到位。充分发挥刑
事审判职能，严厉打击精准扶贫工
作中的职务犯罪，对涉嫌侵占骗取
扶贫资金、民政资金等涉弱势群体
资金的犯罪，从严从快审理，依法
判处；对涉精准扶贫案件困难当事
人，积极采取司法救助措施，实行
诉讼费缓交、减交、免交，让生活困
难的当事人打得起官司。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员 丁俊良）
“现在真方便，省内想哪里办证就哪里办，出
入境便民服务真好！”来自郑州市二七区的卢
女士，从西峡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民警
手中接过办好的“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
证”，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5 月 14 日，居住在郑州市二七区的卢女
士回到了西峡老家走亲访友。期间，卢女士
想和老家的姐姐一块去台湾旅游，但姐姐早
在 4 月份就办理了“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
证”。此时，卢女士心里就犯起了嘀咕，自己
的户籍地在郑州市，若想尽快出境，还得赶回
郑州申请办理出入境证件。于是，卢女士在姐
姐的陪同下，来到西峡县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
厅，经咨询得知省内可异地办理出入境证件。
受理申请的出入境民警向姐妹俩详细讲解了
自5月1日起实施省内居民跨户籍地办理出入
境证件的相关便民服务举措，并简单快速的为
卢女士异地受理了出入境证件申请。不到一

周时间，卢女士在探亲结束前就拿到了办好的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

西峡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民警告诉
记者，这次省内居民跨户籍地办理出入境证
件的申请条件是：凡我省居民可在省内任一
出入境受理点申请办理因私出入境证件。可
申请办理的因私出入境证件包括有：普通护
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签注（个人旅游签注和
商务签注除外）、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及
签注（赴台个人游签注、赴台定居签注除
外）。同时，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本人身份
证）与当地户籍居民一致，办理时限与户籍地
申请办理时限也一致，即证件为10个工作日，
签注为7个工作日。

据悉，目前，省内居民可以跨户籍地办理
出入境证件。这是我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
创新出入境办证服务模式、满足流动人口就
近办理出入境证件的迫切需求而推出的又一
项便民服务举措。

5月13日上午，唐河县法院在该县体育
广场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专项宣传活
动。干警们结合身边的典型案例和数据详细

介绍非法集资活动的常见种类、形式和危害，
帮助群众提高识别能力，抵制高收益的诱
惑。 通讯员王雨萌马骏摄影报道

为全面开展“两学一做”专题学习教育
活动，进一步增强党员党性意识、宗旨意
识，5月13日上午，在镇平法院院党组书记、

院长刘伟的带领下，40 余名中层以上党员
干部面对鲜红的党旗国徽，庄严宣读入党誓
词。 通讯员 李娜王崇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周勇）一女子驾驶摩托车领着宠物
狗出行，中途害怕狗受惊逃走，便一
手搂着宠物一手驾驶摩托车，不想与
前方轿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自己头
部受伤。淅川交警当场使用简易程
序划分了事故责任：摩托车驾驶员因
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且未
戴安全头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并
对其做出了200元的罚款，记2分。

5 月 13 日，淅川交警接报案
称，在该县体育场路段，一辆踏板
摩托车与一辆轿车追尾发生交通
事故。到达现场后，只见一女子捂
着献血直流的头部，摩托车倒在地
上，一只宠物狗在旁边狂吠不止。
民警火速将该女子送往医院救治，
所幸只是外伤。经调查，该女子姓
李，星期天这天她骑摩托车带着宠
物狗去体育场游玩，中途害怕狗受
惊逃走，便一手搂着宠物狗单手驾
驶摩托车，途遇前方轿车刹车，惊
慌失措中一头撞在轿车尾部，造成
自己头部受伤。查明事故真相后，
交警遂对该事故做出了上述处理。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
员 李聪 樊晓玲）5月 15日中午，家
住唐河县毕店镇毕店村王某某，为
缓解农活疲劳，其吃午饭时，饮了
两瓶啤酒，下午驾驶一辆无牌低速
三轮汽车去唐河县城办事，当其驾
车刚进入县城郊区就被巡逻交警
拦下检查，测出其涉嫌醉驾。

当天 16 时 15 分许，唐河县交
警大队民警赵自芳、王立中、协警
吴思远巡逻至唐河县城郊乡豫
S335 线 257KM 时，发现王某某驾
驶一辆无牌低速三轮汽车其违反
禁止标线行驶，遂示意其停车接受
检查，检查时，执勤民警发现王某某
睡眼惺忪，表情异常，涉嫌酒后驾驶
机动车，民警当场利用酒精测试仪
对某进行酒精检测，结果显示其体
内的酒精检测值为89mg/100ml，涉
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执勤民警立
即将王某某带至唐河县交警大队作
进一步调查处理，后对其进行抽血
检测，鉴定检测结果显示王某某静
脉 血 液 乙 醇 含 量 为 为 88.51mg/
100ml，达到醉酒标准，王某某已构
成危险驾驶罪，遂对王某某进行刑
事案件立案侦查。对其驾驶未悬挂
机动车号牌的，违反禁止标线指示
的交通违法行为，共处以 300 元罚
款，驾驶证记15分的行政处罚。

当民警告知王某某将受到处
罚时，其追悔不及，悔恨自己不该
酒驾，换来其C4驾驶证被吊销，且
5 年内不得驾驶机动车，还要追究
刑事责任的严重后果。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
员 杜海燕）近日，经淅川县检察院提
起公诉，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李某拘役
5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2015 年 5 月 14 日下午，淅川县
城关镇派出所接王某报案称：其摩托
车停放在家门口时被盗。接到报案
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调查。

王某平时回家后，习惯性把车停
在楼门外面，并拔掉钥匙，将大锁锁
住。丢车当天下午因急着办事，既没
有拔钥匙，也没有锁大锁，岂料，一眨
眼的功夫，出来时车子竟被盗。

办案民警经过信息研判，寻隙
追踪，并调取监控录像。9 月 8 日，
民警将李某抓获归案。经突审，李
某对自己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原来，作案当天，李某带着几
个朋友到淅川县东环路某村5组找

“先生”算命，发现王某的摩托车钥
匙未拔，遂起盗窃歹意，将王某的
摩托车骑走并低价出售。经物价
部门鉴定，被盗摩托车价值 2310
元。另查，李某1996年因盗窃犯罪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

2015 年 9 月 8 日，李某因盗窃
犯罪被淅川县公安局刑事拘留，9
月21日经淅川县检察院批准，次日
由淅川县公安局执行逮捕。

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遂综合各种情况作出上述判决。

女子怀抱宠物狗
骑摩托追尾撞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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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醉驾被拘留 车主忘取车钥匙

男子顺手牵羊获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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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峡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

就近受理办证申请 方便省内异地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