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两年来，咸通高速公路大队坚
持“六化”工作要求，全力打造平安、畅
通、文明、和谐的高速道路交通环境，
实现了辖区道路交通事故零死亡、队
伍管理零违纪、民警执勤执法零投
诉。2014年度被省交管局评为“全省
道路交通管理先进单位”，2015年被评
为市公安局“先进党支部”。

一警多能职业化

建队之初，大队确定向素质要警
力的思路，组织民警到高警咸宁大队
接受为期 20天的封闭培训学习，重点
学习了隧道管理、事故现场处置、危化
品管理、协调联动、安全防护等课题，
并随同咸宁大队民警上路跟班执勤，
让民警学用结合，全面掌握高速公路
管理知识。

正式接管后，结合辖区实际，针对
辖区咸通、咸黄高速公路容易发生事故
的桥梁、隧道、弯路、坡路进行事故模拟
处置和应急救援演习，制定了危化品车
辆事故处置预案，交通事故逃逸案件处
置预案，群体性事件处置预案，治安刑事
案件先期处置预案，恶劣天气管控预案等
5个预案，及时组织民警认真学习，开展应
急处置演练，让大队每一位民警知晓内
容，领会精神，把握原则，掌握方法。并定
于每周二组织民警学习高速业务知识，行
政案件及一般刑事案件办理，交通事故处
理，微机操作。通过学习使大队每位民警
能执勤执法、能处理事故、能独立办案、能
操作微机，能写宣传材料，实现“一警多

能”，适应高速管理工作。

排查隐患周密化

大队经常逐段逐点对标牌、标志、
标线、长坡、桥梁、隧道进行摸排，排查
出安全隐患47处，分别形成了咸通、咸
黄高速公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改意见
书，发送到高速公路经营单位中交公
司、楚天公司进行整改。积极联动高
速路政、养护、施救等部门每季组织一
次高速公路安全隐患联合排查行动，确
保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思想不松，力度
不减，长期坚持。

两年来，大队共排查隐患82处，其
中沿线设施损坏、缺失、标牌不清、施工
不规范等安全隐患 63处，隧道安全隐
患10处，路面破损积水、山体滑坡安全
隐患9处，均已通过反复协调督办整改
到位，确保隐患清零。

交通宣传立体化

联合高速路政部门成立 2个工作
专班，在咸通、咸黄两条高速公路沿线
开展“五进”宣传工作，建立周边村组、
学校、幼儿园、企业、过境客车及危化品
运输车辆基层基础信息台账，对高速公
路两边200米内的村组、学校、幼儿园、
企业逐一上门摸底，建立信息台账，宣
传高速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发放交通安
全资料，签订交通安全责任书，使高速
周边每一位人民群众了解高速道路交
通安全知识，不上高速行走，不发生一
起群众上高速致死伤的事故。大队将

交通安全宣传工作纳入中队日常工作
中，要求各中队每月对辖区单位、学校、
村组进行交通安全和治安防范法律法
规宣传活动不少于2次。还聘请沿线20
名村民为高速大队交通安全宣传员，在
重要时段立足服务区、收费站口，发放
交通安全宣传资料，传播安全行车知
识，引导群众理性文明出行，日常利用
微信、微博、短信及高速公路电子显示
屏，滚动播放交通安全常识。

今年 3月，大队投资近 8万元在两
条高速公路醒目位置挂设永久性反光
宣传标牌261块，形成了一道亮丽的交
通安全宣传风景线。

路面管控常态化

大队领导实行 24小时带班制，民
警实行四班三运转工作制，确保值班
不断人，巡逻不断线，违法有人纠，警
情有人处。严管违法多发路段、时段，
做到轻微违法必纠必教，重点违法必
查必罚。两年来，共查处各类违法行
为 18万余起，有力地维护了高速道路
安全畅通。今年9月27日晚，省领导暗
访咸通高速交通管理工作时，对大队
严查严管工作给予肯定，并在公安手
机报上提出表扬。

大队还组织民警深入“两运”企
业，对登记在册的两运车辆逐一进行
交通安全隐患的排查，对发现问题的，
责令及时整改，消除事故隐患。广泛
听取他门对“两运”车辆管理的工作意
见，加大监管力度。针对恶劣天气严

重影响高速公路通行的严峻形势，大
队迅速启动恶劣天气管控预案，全警
动员，及早动手，周密部署安排，妥善
采取应对措施，加强与相关单位的协
调，及时清雪融冰，及时播报交通管制
信息，引导驾驶人合理选择行车路线，
及时召开沿线高速公路管理处、收费
站、路政、清障、养护及友邻交警大队
参加的恶劣天气管控联席协调会，细
化工作预案，加强信息沟通，密切协调
配合，形成了处置合力，实现了联动、
联勤、联管、联控。

执勤执法规范化

大队将规范执勤执法作为执法规
范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强化执法环节
的安全，规范民警执法执勤基本动作
和语言、规范执法窗口服务流程等执
法活动，加强民警执法安全意识，增强
法律意识，提高执法公信力。

大队建立了一整套队伍勤务管理
制度、民警执勤执法规范化管理制度，
从民警日常交通管理工作、路面执勤
执法、交通事故处理等多方面对民警
进行考评，并按照考评情况实行奖惩，
与民警每月绩效考核挂勾，实现了以
制度管理队伍，以制度管理民警，进一
步激发民警规范执法的积极性，增强
了民警自我约束力。

创建平安高速路
——咸通高速公路大队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和秩序整治工作纪实

通讯员 贾大桥

本报讯 通讯员郑芬、阮兰琦报道：近
日,通山县人民法院审结一批担保合同纠纷
案。其中大部分担保人对担保要承担的法律
责任不清楚，导致自己成了债主的替罪羊。

罗某以做生意急需资金周转为由，向
夏某借款20万元，夏某要求罗某提供担保
人即可提供资金，后罗某找到徐某做担保
人。并向其表示徐某只需提供担保，钱是
不用他还的，于是徐某承诺提供担保，并
在借条上签上自己名字，罗某得到借款后

下落不明。为此夏某诉至法院，要求担保
人清偿20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徐某在借款合同上
作为担保人签字，应承担相应保证责任。
合同并未约定保证范围，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担保法》规定：担保责任分为连带责
任保证和一般保证，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
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
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应当对
全部债务承担责任。

借款人下落不明 担保人连带担责

本报讯 通讯员吴戈、黎小
明报道：今年以来，通城县人民检
察院立足自身实际，着眼长远发
展，突出问题导向，以“三结合”力
推司法规范化建设深入开展。

坚持转变司法理念与规范司
法行为相结合，做到知行合一促
规范。着力转变司法理念，通过

“检察夜校”、“检察双微”和队伍
整训等平台，不断增强干警的人
权保障、程序公正和接受监督等
意识，提升规范司法的思想自
觉。着力规范司法行为，修订了
6个业务部的工作流程规范，各
业务部均制作办案流程图上墙，
强化规范司法督查与错案责任追
究，严守司法办案质量的生命
线。全年办理批捕、起诉案件准
确率和职务犯罪案件有罪判决率
均达100%。

坚持整改突出问题与建立长
效机制相结合，做到标本兼治促
规范。着力查找整改司法不规范
问题，下基层征求规范司法意见，
对今年 152件各类案件办理情况
进行质量评查，对 2012年来立办
的61件职务犯罪案扣押涉案款物

情况进行逐案清理，针对个别案
件中的程序性瑕疵问题，督促相
关部门整改到位。根据上级部署
要求，结合整改中发现的问题，先
后完善了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同
步录音录像、全部案件从案管部
入口分流、暂扣处理涉案款物等
司法办案制度。

坚持强化内部监督与接受外
部监督相结合，做到内外发力促
规范。通过对办案流程的全程动
态监控，对检察人员私下接触当
事人或律师的行为禁令、检察人
员过问案件记录制度等的落实，
坚持重要案件办理前提醒谈话和
侦办职务犯罪案件前制定安全预
案等，强化内部监督。同时,主动
接受外部监督，如邀请县人大常
委会、县政协领导来院视察并听
取工作汇报，邀请人民监督员参
与案件质量评查和职务犯罪案件
回访，举办公众开放日等。坚持
以公开促规范，全年公开审查拟
不捕不诉案件9件9人，通过案件
信息公开网等，向社会公开重要
案件9件、终结性法律文书83份、
案件程序性信息208条。

通城检察院

力推司法规范化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程华、杜星、曾皓报
道:近日，通过崇阳县检察院立案监督，该
县某餐厅32名员工被拖欠的九万余元工
资被全部追回。

从 2014年 7月开业至 2015年 1月关
门停业，崇阳县某音乐餐吧三位实际控制
人沈某、綦某、程某以各种理由拖欠32名
餐厅员工工资共计 94920元。被欠薪的
员工多次找沈某、綦某、程某讨要工资，都
遭到无理拒绝，最后三人消失不见了。无
奈之下,32名餐厅员工集体向崇阳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反映诉求。崇阳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涉嫌欠薪逃匿进
行立案调查，并发出限期改正指令书，三

位餐厅实际控制人仍拒绝支付拖欠工资。
崇阳县检察院刑事诉讼监督部在刑

事侦查监督工作中发现此案,立即组织检
察人员详细了解事情经过,多次走访被欠
薪员工调查取证,在全面了解情况后,依法
开展立案监督工作。在人社局、公安局等
多部门协调合作下，沈某、綦某、程某主动
到案接收调查，并将拖欠的 94920元工资
一分不差地送到了餐厅员工手中。

老板赖账拖欠工资 法律助力追回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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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委政法委
咸 宁 日 报 社联合主办法治咸宁

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协办

法法治治论坛

近年来，市政府法制办以推进法
治政府建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己
任，积极当好“四员”，推动全市依法行
政工作屡创佳绩，2014年依法行政考
核名列全省前茅。

一、推进法治当好“冲锋员”。一
是“踩好路”。提请市政府出台了《关
于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实施意见》，确
定了在 2020年建成法治政府的“时间
表”和“路线图”，建立法治政府建设每
年“十件实事”制度。二是“试好水”。
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咸宁高新区推行
集中审批和综合执法改革重大决策部
署，牵头负责采取委托授权的方式将
市直有关部门和咸安区政府涉及咸宁
高新区的行政审批和监管执法权力事
项向高新区行政审批局、市场监督管
理和综合执法局集中，实行“一个部门
管审批，一支队伍管执法”。三是“定
好音”。积极承接地方立法权，向市政
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征集政府规章
建议项目 24个，论证编制并提请市政
府常务会审议通过政府五年立法规划
和 2016 年立法计划，让改革沿着“法
治”过河。

二、服务决策当好“守门员”。一

是推进法制机构“全进驻”。推动政府
工作部门普遍设立法制机构，部门法
制机构负责人列席部门领导班子会
议，政府和部门法制机构负责人主动

“发声”当好法律参谋，确保依法决
策。二是推进政府规范性文件“全审
查”。严格落实《湖北省行政规范性文
件管理办法》，严守行政规范性文件制
定审查关和备案关，近三年共对拟以
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名义制发的 153件
行政规范性文件提出千余条审查意
见。三是落实行政合同管理“全覆
盖”。提请市政府出台了《咸宁市行政
合同管理办法》，规范了合同审查范
围、合同审查程序、合同备案归档等事
项，明确未经合法性审查的行政合同
不签订。近两年共审查招商引资合同
101件，提出修改建议500余条，涉及合
同金额300多亿元，为市区经济发展保
驾护航。

三、规范执法当好“监督员”。一
是建立权力清单。组织专班对市直部
门共5403项行政权力和政务服务事项
进行清理审核。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
审议确认市级行政权力主动办理事项
共计 3879项。对企业、群众申请办理

项目进行全面清理，提请市政府审议
通过了《市级行政审批事项清单》和
《市级服务管理事项清单》，确认市本
级申请办理事项594项，共取消、暂停、
下放行政审批和服务管理事项731项，
减少 55.2%。二是完善考核办法。提
请市政府修改完善《咸宁市依法行政
考核办法》，使考核标准更加严格、考
核方式更加科学、考核结果运用更加
有效。通报依法行政考核结果，以此
倒逼依法行政。三是加强执法监督。
市编委批复在市政府法制办加挂市政
府行政执法监督局，2015年我办根据
市政府统一部署，大力推行阳光执法，
公开行政权力清单、公开执法人员信
息、公开行政裁量基准、公开行政执法
文书，以公开保公正。清理并确认具
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市级行政机关
（含二级单位）共81个。开展行政执法
卷宗评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依法办
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投诉，纠正
违法执法行为，推动行政执法部门严
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四、维护稳定当好“消防员”。一
是方便复议申请人。提请市政府成立
行政复议委员会，推进行政复议权相

对集中。畅通行政复议渠道，方便当
事人申请复议。创新办案方式，公正
办理每一起案件，聘请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担任行政复议委员会兼职委员参
与审理行政复议案件，行政复议公信
力明显提升。近两年共办理行政复议
案件240件，综合纠错132件，行政复议
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得到充分发
挥。二是设立商事仲裁机构。提请市
政府设立咸宁仲裁委员会，完善多元
化纠纷解决机制。咸宁仲裁委员会已
办理民商事仲裁案件近 20件，涉及争
议金额 1000万余元，维护了公平竞争
的市场秩序。三是督导行政机关应
诉。适应修改后《行政诉讼法》的新要
求，既代理市政府出庭应诉，又督促指
导部门负责人出庭应诉。按照《行政
诉讼法》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
诉的相关规定，完善了监督检查和情
况通报机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
诉，促进了行政争议的化解。

谱写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新篇章
市政府法制办党组书记、主任 舒宇光

本报讯 通讯员佘宏盈报
道：12月 21日至 23日，市安监
局组织全市50余名安全生产执
法人员开展执法业务培训。

培训集中对行政执法工作
实践与隐患排查、行政执法证据
的收集与程序要求、安全生产行
政执法的法律适用与案件审查

等内容进行了理论学习。通过
观看纪录片《重返危机现场—博
帕尔事件》，深入剖析泄漏事故
原因，强化了各参训人员的防微
杜渐、严格执法意识。培训期
间，各参训人员专心听讲，认真
记录，并在课后加强与教师的
互动，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

市安监局

开展行政执法业务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曾萍报
道：近日，市公安局出台《咸宁
市公安局“六个一律”管理暂行
办法》，主动适应全面从严治党
新常态，从最基本的要求入手，
全面加强全市公安队伍纪律作
风建设，严明警纪警规。对违
反规定人员，将严格依纪依规
追究责任。

“六个一律”明确规定：重
要敏感节点，“一把手”一律要
在岗在位，重大案事件、信息，
一律要及时发现、报告；公安民
警一律要 24小时通讯畅通；各

级主官离开本辖区，一律要报
告、报备；工作和队伍出现重大
问题，一律要检查反思；上述要
求执行情况一律实行台帐管
理。

“六个一律”由局党委扩大
会议讨论通过，并于 12月 1日
起在全市公安机关实施。局党
委要求各单位要迅速组织学
习，坚持领导带头，加强督促检
查，切实把规矩立起来，把纪律
挺起来，不断提振全市公安队
伍的精气神，增强凝聚力、战斗
力，争创“五个一流”目标。

市公安局

“六个一律”打造铁军队伍

本报讯 通讯员施洋报
道：12月17日，市司法局宪法法
律宣讲团深入“三千”活动工作
点嘉鱼县高铁岭镇，为全镇50余
名村干部进行农村土地纠纷相
关法律知识和涉农职务犯罪的
专题法律讲座。

讲座中，市人民政府律师
顾问团成员、湖北科技学院教
授郑厚勇律师结合近年来农村
常见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

宅基地纠纷等和物权法相关知
识，列举常见案例，以案释法，
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如何在日常
工作中运用法律知识解决村民
的土地纠纷问题。市检察院副
县级调研员张琪琳结合近年来
查办的一系列涉农职务犯罪，讲
解了涉农职务犯罪的特点、规律
和危害，警示镇、村干部在日常
工作中更要注意约束自己的言
行，更好地运用手中的权力。

市司法局

举办宪法进乡村法律讲座

本报讯 通讯员吴戈、杨
桃平报道：近日，通城县法院审
理了一起贩卖毒品案，被告人
张某某因多次销售毒品给他人
吸食从中获利 11500余元，被判
处有期徒刑 12 年，并处罚金 1
万元。

经查，2014年5月至同年10
月期间，张某某在隽水镇某酒
店门口及自己家中，先后多次
向多名吸毒人员共贩卖毒品冰
毒 10 克、麻 果 145 粒 ，获 利
11500 余元。 2014 年 11 月 29

日，公安民警将张某某抓获，并
在其家中查获冰毒 11.94 克和
麻古 0.26 克。另查，2011 年 6
月，被告人张某某因放火罪被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二年。

法院审理认为，犯罪嫌疑
人张某某明知是毒品而犯贩卖
给他人吸食，其行为已构成贩
卖毒品罪，且在刑罚执行完毕
五年以内又犯贩卖毒品罪系累
犯，依法应从重处罚，遂依法作
出上述判决。

一男子贩毒获刑12年

本报讯 通讯员胡航、曾萍
报道：为切实做好圣诞节、元旦
的治安防控工作，市公安局结合
实际，提前部署，周密安排，采取

“五个强化”措施，严格落实各项
安保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和社会秩序稳定。

该局强化思想认识，提升敏
感度；强化安全防范，防住隐患
点；强化治安巡逻，盯住社会面；
强化交通整治，畅通交通网；强
化组织纪律，提高执行力。对辖
区重点单位、重点场所和重点人
员等不稳定因素展开全面大排
查，对发现的隐患，逐一登记，并
督导相关单位整改落实。强化消
防安全隐患排查，做好灭火救援
准备。实行特警、武警、交警、巡
警多警联动，采取车巡、步巡等

交叉巡逻方式，实行不间断的巡
逻检查。加强对辖区内商场、车
站、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巡
逻，提高群众和游客的“见警率”
和“管事率”。

各级公安交管部门根据全
市交通流量、交通事故的规律特
点，超前谋划，超前分析，研究制
定交通管理预案。特别是圣诞
节、平安夜期间，加强重点时段、
重点路段的交通管控。

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 24小
时值班备勤制度和领导带班制
度，落实重大警情、要事“逐级负
责、及时上报”、“涉警舆情、主动
导控”等工作机制。市局党委委
员要按照“分片负责、联系督导”
工作机制，带队深入一线督导检
查“三节”安保工作落实情况。

市公安局

加强圣诞元旦安保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