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2017 年 12 月

72700842-5

新闻热线 0379 62626110 188379 96211

28

星期四

日

城市速读
A L·01~04
本叠总值班 孟冉

统筹编辑 程永兵 美术编辑 张峰

《守卫“洛阳蓝”，
我们在行动》系列策划报道之背街小巷篇

洛阳小街巷如何保持洁净
AL·02 版

夫妻同患病 家庭陷困境
村民献爱心 帮助渡难关
□记者 李晓波

12 月 26 日 9 时许，洛宁县人民政府、河南中创高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洛宁县联合公交有限
公司，在正在建设中的东场站为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投入运营举行启动仪式。根据计划，新年到来前
为试运期，将开通 4 条公交线路，民众免费乘车，明年 1 月 1 日正式投入运营，票价 1 元。图为工作人
员整装待发。记者 张鸿飞 通讯员 赵笑菊 李峰 摄影报道

AL·03 版

《前夫家两套房被她过户、变卖》追踪——

三名被告被判犯诈骗罪，最高判 11 年
原公证员李某某犯滥用职权罪，获刑 2 年
AL·04 版

宜阳县交警大队
多举措做好
“平安守护”
行动
□记者 董楠 通讯员 赵宜辉
本报讯 近日，宜阳县交警大队仅
用 3 天时间，侦破一起交通事故逃逸
案，维护了受害者的权益。据了解，自
12 月 1 日“平安守护”行动开展以来，
宜阳县交警大队迅速组织开展 4 次专
项行动，运用交通科技、重点部位交通
秩序治理、固定设卡与机动巡逻相结
合等措施，现场执法总量达 18716 起。
11 月 30 日，宜阳县安虎线发生一
起交通事故，造成胡某、李某受伤住

院，李某因抢救无效死亡。接警后，宜
阳交警大队副大队长高峰伟赶赴现
场，通过多方努力，最终确认肇事司机
为仝某，仝某于 12 月 2 日到交警大队
接受调查。
据宜阳县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
“平安守护”行动开展以来，他们迅
速行动多举措开展专项行动。截至 12
月 25 日，现场执法量达 18716 起，其中
查处农村醉驾 12 起，大货车违法 2849
起，重点车辆重点违法 60 起，取得良
好成效。

宜阳法院强化执行监督力度
推进执行规范化建设
□记者 李晓波
通讯员 李红跃 王秀卿
本报讯 今年以来，宜阳法院积极探
索新形势下执行规范化建设，强化执行
监督力度，努力实现将执行权关进制度
的笼子，大力推进执行规范化建设，取得
一定效果。针对可能存在“不执行”
“乱执
行”等问题，宜阳法院高度重视建设执行
监督体系。通过移动办公平台、微信、QQ

工作群发送廉政短语、发放《廉政提示
函》等形式进行内部提醒；通过邀请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参与见证执行进行外部
监督；通过上级批转、群众举报的案件及
时进行“双调查”，即一方面联合执行局
调查执行程序是否规范，又查执行干警
有无违法违纪行为。有效建立了执行局
与监察室联合督查机制。目前，该院已初
步形成了规范化的制度体系，确保执行
权规范有序运行。

本报讯 为了救助一个夫妻俩都身患
疾病的不幸家庭，在汝阳县大安工业区茹
店村村委组织倡议下，村民们纷纷献出爱
心，10 元、20 元、100 元、2000 元，甚至远
在美国工作的村民，也慷慨解囊，短短一
周的时间就募捐到 3 万余元，帮助这个家
庭渡过难关。
这对夫妻叫夏继帮、张净霞，这家人
家庭贫困，两人常年患病，一直在家务
农。夏继帮 8 年前被查出肝硬化，干不了
重活；张净霞几年前被查出恶性脑瘤，动
过手术。
12 月初，夏继帮带着妻子到洛阳的
医院做复查，医生检查后，结果并不太理
想。
“ 回家后，丈夫的身体也开始出现不
适，不断咳嗽，脸也慢慢肿了。”张净霞说，
眼瞅着丈夫病情越来越重，她又带着丈夫
到洛阳医院治疗，
医生建议住院检查。
夏继帮入院后，两个孩子也都回来
了，大女儿嫁到外地，家里条件也不好，儿
子才 18 岁，
初中毕业后都到外地打工。
“在医院里，医生说丈夫的情况也不
乐观。他知道后就对我说，咱回家吧，不
治了，别听孩子们的，还得给你治病呢。”
张净霞说，当时丈夫是考虑着家里没钱，
他索性放弃治疗。
最终，一家人回到村子里，夏继帮的

病也靠买一些药物维持着。
12 月 10 日，茹店村村主任杨站统接
到村卫生所医务人员电话，医务人员将夏
继帮家中情况告知杨站统。
“ 我们村里有
4500 多口人，既然大家都在一个村子，都
是一个大家庭，一户有难，能帮一些就帮
一些吧。”杨站统说，在村三委的牵头下，
村爱心协会开始爱心募捐。
让杨站统感动的是，当村民们知道夏
继帮家中情况后，更加慷慨解囊，村里有
主动到村委会捐钱的，也有在外务工的村
民通过微信转账，还有外村、外县的爱心
人士，甚至还有一位村民远在美国工作，
获知情况后，主动捐助 2000 元。同时，村
委还帮助夏继帮一家整理住院材料等，在
网络公益募捐平台进行募捐。
杨站统说，10 元、20 元、100 元……
一周时间，村爱心协会募捐到了 3 万余
元；网络公益募捐平台也募捐到 2 万余
元，两笔钱加起来近 6 万块。但遗憾的
是，在募捐开始后第二天，夏继帮因病情
加重，不幸去世。
“我们把钱整理好，交给
了夏家人，希望村民们的这一点心意，能
够暂时帮他们一家渡过难关。”
杨站统说。
村民们自发捐款的行为也感动了夏
家人。张净霞说，自己家的事情让全村人
都惦记，谢谢村委会，谢谢所有的爱心人
士。如今，张净霞又重新回到医院治疗。

副市长带队
对国控点管控措施进行督查
□记者 章杰 通讯员 马立

分认识目前洛阳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
重要性，查找这些重点区域 pm2.5 指数
本报讯 近日，洛阳市副市长李保兴
居高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强化、细化管理
带领洛阳市环境攻坚办、市住建委、市城
举措，全面提升精准化治理水平。要周
管局、市公安局等单位负责人，对西工区
密组织，强化监督，高效开展好环保督查
凯小、老城区豫西宾馆、涧西区中信二小
工作，确保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落到
等三个国控站点周边管控措施进行督 实处。
查，
并对七一路市热力公司进行了视察。
随后，洛阳市环境攻坚办根据市领
针对洛阳市目前的天气形势，李保
导要求，发布了《关于做好近期污染天气
兴强调:洛阳市目前数据还不乐观，形势
管控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单位继续按照
依旧严峻，要全力以赴、团结拼搏，使各 《关于启动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的通知》
项管控措施不再反弹。各相关部门要充
做好管控工作，将措施落实到位。

洛龙法院借力
“互联网+”
提升执行效率
□记者 李晓波 通讯员 曹梦男 韩琳
本报讯 12 月 4 日，李某在洛龙法院
立了执行案，案件到执行法官手里后，当
即对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进行网络查控，
次日银行对被执行人账户进行反馈，
显示
该账户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执行法官立即
对此银行账号进行标的冻结，
随后到该账
户开户银行扣划执行款，案件顺利执结。

如今，在各个银行配合下，执行法官在接
到案件后“快速”在网络上对被执行人银
行信息进行查控，如发现财产，用最“稳
妥”方式在网上将其先做冻结，让其财产
无法转移，随后到银行对此账号、此款项
进行准确扣划。
“快速、
稳妥、
准确”
的方式
最大化地保护了申请人的最大权益，
彰显
了法律的威严。
“互联网+执行”
的工作方
法，
大大提高了执行的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