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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货车从北京到云南行驶
2500 多公里只缴费 75 元……

我省第八部法治蓝皮书出版发行

29 人偷逃高速通行费
涉案金额 300 余万元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军 通讯
员 杨军政）一辆大货车从北京到云南单程
2500 多公里，司机通过“倒卡”跑长买短的
方式偷逃高速通行费，本来一次需缴 7000
多元的高速通行费，却只缴了 75 元。日
前，河南高速公安抓获 29 名跨省偷逃高速
通行费的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 300 余万
元。上述案例就是其中之一。

发现司机换卡 牵出逃费团伙
2020 年 8 月 23 日 21 时，一辆红色重型
货车在京港澳高速新乡卫辉站东收费站口
下站，
司机交给收费员的通行卡刷卡显示缴
费异常，
应缴金额 373 元。卫辉收费站分为
东、西两个收费站口，东收费站口是从郑州
方向来车下站口，
西收费站口是从北京方向
来车下站口。该货车通行卡是从邯郸上高
速向南到卫辉站的，
应该从北京方向来车的
西收费站口下站，
但从郑州方向而来的东收
费站口下站，
存在通行异常情况。货车司机
急忙又掏出一张高速通行卡，说“刚才卡拿
错了”！第二张高速通行卡显示，该货车从
四川成绵八角收费站领卡上站。从四川成
绵八角收费站领卡上站到卫辉站下站，
该货
车应缴高速通行费 2831 元。
收费员立即将此异常情况上报河南高
发公司安新分公司。安新分公司在梳理该
车通行信息的基础上，通过排查、比对，发
现 6 辆河北籍大货车涉嫌偷逃高速通行
费，立即到河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
报案。

加强法治建设

保护黄河流域生态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岳
明）1 月 13 日下午，
《河南法治发
展报告（2021）》出版发行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法治
保障研讨会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举行。来自我省司法部门、省法
学会、高校的领导、专家学者和媒
体代表参加会议。河南省社会科
学院副院长、省法学会副会长王
承哲出席会议。研讨会由河南省
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李
宏伟研究员主持。
《河 南 法 治 发 展 报 告
（2021）》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出
版的第八部法治蓝皮书，法治蓝
皮书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与省
内相关司法部门、省内高校专家
学者联合编撰，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出版并向国内外公开发
行。报告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

亮点

利用科技手段 抓获作案人员
根据嫌疑车辆案发特点，专案组依托
公安信息科技化平台，从高速公路联网收
费系统的车辆异常通行轨迹和通行收费信
息入手，结合河南高速公安缉查布控系统、
高速公路电子卡口等系统，重点排查通行
轨迹和收费金额异常的可疑车辆，先后调
取了 150 余万条电子数据信息进行分析、
比
对、甄别，逐渐掌握了河北到广东、四川、云
南参与逃费的 25 辆车、
29 人。他们通过
“跑
长买短”方式跨省偷逃高速通行费，涉案金
额高达 300 余万元，
其中一辆货车最高涉嫌
逃费金额达到 20 余万元。
通过跨省追踪，蹲点侦查，专案组先后
将 29 名跨省偷逃高速通行费涉嫌诈骗罪
的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目前，犯罪嫌疑
人均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拍 卖 公 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上
午 10 时整在 我公司拍卖厅 ，依法定程序对下列资产进
行公开拍卖。
1.叶县沙河管理段问村段待采伐林木一批，保证金：2
万元；2.叶县秋河超限站东院堆放的砂石混合料一批，保
证金：1 万元；3.叶县第二高级中学校内文印室三年租赁
权，保证金：2 万元；4.无主车辆一批（电动车、自行车）保证
金：
2 万元。
标的的详细资料请到我公司获取。有意竞买者，请携
带有效身份证明及保证金，到我公司办理拍卖会报名手
续，参加竞买。竞买不成功或拍卖会因故延期或取消，保
证金全额按规定时间无息退还。
报名截止时间：2021 年 1 月 20 日 16 时止（以保证金
到达指定账户为准，逾期到达的，
不接受报名）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 系 电 话：
0375-2912939
公 司 地 址：
平顶山市中兴路工行大厦20楼
公 司 网 址：
www.baocaiauction.com
河南省宝财拍卖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4 日

看点

品牌
影响

法治
热点

2020 年

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
实施的法治保障展开，全书共有
4 个 部 分 ，即 总 报 告 、理 论 创 新
篇、法治实践篇、热点与案例篇。
总报告以《2020 年河南法治
建设状况与展望》为题，从高质量
立法、依法行政、司法体制改革、
普法宣传四个方面总结了一年来
的做法和成效，并对接下来的法
治建设工作从立法、执法、司法、
守法四个方面有针对性地进行展
望，
提出对策和建议。
据了解，河南作为黄河流经
的重要省份，在推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
略实施中责无旁贷。因此，
《河南
法治发展报告（2021）》的主题确
定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法治保障”，以进一步贯彻
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生态文明
制度体系的要求，发挥好河南法
治建设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保障和推动作用。
在发布会研讨环节，
来自河南
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法学会、河
南师范大学、
河南科技大学等科研
单位、高校和法律实务部门的专
家，
围绕河南如何推进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
略，从多领域、多角度探讨了理论
研究成果与具体实践举措。
与会专家学者还就黄河流域
立法保障的理论关键、黄河立法
的时空双轨模式、黄河流域环境
资源审判机制完善、公益诉讼检
察等进行了深度研讨。

河南法治发展报告经过多年的持续积
累，
已经成为总结展示河南法治建设特点亮
点，
推进河南法治建设进程的一个品牌。在
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大背景下，
报告的法治意义、
法治价值和社
会影响凸显。
《河南法治发展报告（2021）
》以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法治保障
为主题，
梳理总结 2020 年法治建设成果，
展
望 2021 年法治愿景，着力提出建设性的意
见建议，
对河南省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具有重要的
理论研究和实践参考价值。

省社科院课题组以国家主流媒体对河
南法治事件和案件的报道为主要依据，以
网友的搜索次数、
点击量、
回复数为重要参
考，
同时征求省内有关法律部门、
科研院所
相关专家的意见，甄选出有启发性和警示
作用的十大法治热点并进行法理分析，以
此引导全社会尊法、
学法、
守法、
用法，
弘扬

法治正能量，
为全面提升依法治省水平，
谱
写中原更加出彩绚丽篇章提供公正的法治
环境。这十大法治热点涉及民事、
刑事、
环
保等多个部门法，
涵盖立法、
执法、
司法、
守
法等环节。热点特别反映了在依法进行疫
情防控、扫黑除恶、黄河流域生态环保等
重点领域河南的法治实践和取得的成效。

成效

去年河南法治建设的状况及其主要特点：
一是坚持及时、绿色、文明高质量立法，
回应社会需求。
二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优化
法治化营商环境。
三是深化司法改革，实行黄河流域环境
资源案件集中管辖，推进“四大检察”全面协
调充分发展，
维护公平正义。
四是围绕民法典基层性法律地位加强普
法宣传，
助力中原更加出彩。

2021 年

展望

一是继续加强重点领域立
法，
助力全面深化改革。
二是继续坚持严格依法行
政，
提升政府法治化水平。
三是继续强调司法公平正
义，
促进营商环境优化。
四是继续加强基层依法治
理，
提高群众法治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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