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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咸宁

法院公布
“黑名单”

倒逼
“老赖”
主动还钱
本报讯（记者 原子 特约记者佘
建兰 通讯员 陈钢）
“本以为借出去
的钱打了水漂，没想到还能拿回来，
法院公布失信名单还真管用！”日
前，拿到 15000 元现金的申请执行
人黄某某终于松了一口气。至此，
这起欠款达一年多的民间借贷纠纷
案终于圆满划上句号。
2013 年 12 月 1 日，周某以做生
意为由，向父亲的朋友黄某某借款
15000 元。拿到借款的周某长期在
广 东 务 工 ，对 黄 某 某 避 而 不 见 。
2014 年 7 月 24 日，黄某某一纸诉状
将周某告上法庭，该案经咸安区人

民法院调解达成协议：被告周某于
2014 年 9 月 10 日前分两次偿付清
原告的欠款。但周某一直未履行义
务，后黄某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执行法
官多次电话催促周某按时还款，周
某后来干脆换了手机号，人也下落
不明。法院调查被执行人周某的银
行存款及车辆、房产等财产状况后，
发现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将其名字
录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库对外公布，并在微博、微信等媒
体上曝光。
周某的朋友在媒体上看到
“黑名

单”后告知了周某，并劝说其将钱赶
紧还清。迫于压力，
被执行人周某主
动与执行法官联系，
到法院履行金额
15000元。至此，
该案执行完毕。
今年 1 月 20 日，市中院媒体上
公开发布了 836 名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通过曝光不良信誉，依法制裁、
谴责不讲诚信的当事人，促使其主
动履行义务，产生了积极效应。据
统计，近两个月来，已经有 15%以上
的被执行人慑于压力履行了义务，
另有一部分被执行人也主动与法院
联系或与执行申请人联系，提出协
商达成分期履行债务的和解协议。

未承包到市区东环路配套设施项目

一男子纠集村民阻止施工被严惩

本报讯（记者 方达星 通讯员 阮
世伟）近日，温泉警方坚决打击了一
起“一霸四强”案件，将一名牵头纠

集村民阻止东环路施工的男子依法
行政拘留。
温泉公安分局岔路口派出所民

警告诉记者，14 日上午 9 时许，他们
接到东环路项目部的报案称，杨某
纠集了十余名附近村民阻止绿化施
工。
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并劝阻杨
某等人离开，但杨某等人不但不听
规劝，而且还与民警发生抵抗，派出
所随即增加警力，将牵头的杨某带
至派出所询问。
杨某交代称，因为没有承包到
东环路的绿化配套设施工程项目，
很不甘心，于是纠集人员去施工现
场扰乱阻止施工。
民警表示，警方坚决严厉打击
“一霸四强”的违法犯罪行为，发现
一起，打击一起，绝不手软，给来咸
的商人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据悉，
警方对起带头作用的杨某
实施行政拘留 7 日处罚，
对另一名参
与者杨某某实施书面警告处罚。

嘉鱼县公安局

开展治安整治集中清查行动
本报讯（记者 叶和平 通讯员 吕
铁桶）17 日，嘉鱼县公安局集中 230
余名警力在全县范围开展 治安整治
集中清查行动。
行动中，嘉鱼县鱼岳城区按派
出所警务室划分 9 个清查片，乡镇按
派出所辖区分 7 个清查片，县公安局

党委成员分片负责到各片区亲临一
线指挥，现场督战，各单位负责人带
头对辖区内所有公共娱乐场所、复
杂场所进行全面清查；对涉嫌“黄赌
毒”活动的场所重点清查；对发现的
治安、消防隐患责令整改；对有重大
治安、消防隐患责令停业整改；对辖

市区禁鞭动真格
民警制止放鞭
本报讯(记者 程昌宗 通讯员 谢
刚)3月16日，
温泉公安分局一号桥
派出所民警在日常巡逻过程中及时
发现并制止一起非法燃放烟花爆竹
行为，
受到周边市民一致好评。
16 日上午 11 时 30 分，所长
吴新亚带领民警巡逻至原市电大
路段时，见一家新开业店面门口
堆放有大量已经拆开的鞭炮，询
问得知是店面开业、店面老板的
朋友们买来鞭炮准备燃放道喜。
吴新亚立即上前向店面负责人宣
讲咸宁市关于禁鞭相关规定，对
其行为进行批评教育，并对现场
发现的烟花爆竹依法收缴。

一男子放鞭被罚
本报讯（记者 葛利利 通讯员
张勇）咸安一男子乔迁新居，为了
图热闹，硬要燃放鞭炮，劝都劝不
住。对于该男子的行为，
警方对其
处以 100元的罚款。
3 月 16 日 12 时许，咸安公安
分局巡警大队巡逻时发现，咸安
一烧烤店外有人放鞭炮。民警赶
紧过去进行劝阻，并告知其燃放
烟花爆竹是违法行为。可男子曹
某不听劝，声称自家是乔迁之喜，
哪有喜事不放鞭的，便还是放了
鞭炮。
民警当场对曹某进行了批评
教育，
告知其已经涉嫌违法燃放烟
花爆竹，并告诉其《咸宁市市区限
制燃放烟花炮竹的规定》。曹某表
示，他已认识到自己的违法行为。
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
相关规定，
民警依法给予曹某罚款
100元的处罚。

一家长主动放弃燃鞭
区的吸毒人员、网上逃犯定点抓捕。
这次治安整治行动，共清查宾
馆、旅店、歌厅、网吧、洗浴、麻将馆等
各类行业场所 400 余家，盘查各类可
疑人员 60 余人次，车辆 260 余台次，
发现和整改交通、消防、治安隐患 26
处，
共查获各类违法犯罪人员 71 人。

18 日，湖北省女检察官
协会咸宁市女检察官分会第
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二届
一次理事会召开，选举产生
新一届理事会领导班子。
据悉，我市检察系统现
有女女同志 125 人，
占到总人
数的 21.3%。
（陈亮 谢克摄）

本 报 讯（记 者 葛 利 利 通 讯
员 栾娟）孩子十岁生日，深圳男
子赶回咸宁为儿操办欲放鞭。然
而得知咸宁禁鞭，男子毅然放弃
燃鞭受到了宾客们点赞。
3 月 18 日上午 11 时许，永安
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称，咸安怀
德路一居民楼下，居民为了给孩
子庆祝十岁生日，摆下了 20 多个
烟花爆竹，准备燃放。民警立即
赶到现场找到男子张某，得知张
某一直居住在深圳，许久没有回
家的张某不知咸宁禁鞭，想着以
前喜事都要放鞭，张某便购买了
20 多个烟花爆竹准备燃放给孩
子庆祝。
确认张某是无心之举，
民警便
向其宣传咸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咸
宁市市区限制燃放烟花炮竹的规
定》的相关规章制度。
“我不会做违
法的事情，
现在立即去退货。
”
张某
了解清楚制度后，跟民警做出保
证，并将 20 多个烟花爆竹全部装
上车退给烟花爆竹店老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