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2015年5月22日 星期五 总编室主办 责任编辑 安克明

［要 闻］
联系电话：（010）67550719 电子信箱:fyxw@rmfyb.cn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5年5月22日（总第6327期）

申请人北京中凯瑞特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丧失转账支票一
张，于 2015年 5月 13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丧失时间为2015年3月13日，票据记
载 ： 出 票 日 期 为 2015 年 3 月 5 日 ， 票 面 号 码 为 10501130
15896575，票面金额为3200元，出票人为北京索腾科技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北京中凯瑞特照明科技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若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驻友化工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一张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银行承兑汇票（票据记载：票号
1050005322388610，出票金额人民币贰拾玖万陆仟零伍拾柒元
肆角玖分，出票人厦门亨东制动系统有限公司，出票人账号
35101538001052503186，出票日期2015年2月27日，收款人亚
新科噪声与振动技术（安徽）有限公司，被背书人无锡驻友化
工贸易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2015年7月27日）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福建]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华峰热塑性聚氨酯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该票据记载：票号为3020005323489988、出票金额为人民币20
万元、出票人为爱乐体育用品（福建）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福建省
晋江市大远鞋塑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信银行泉州分行账务中心、
出票日期为2014年8月20日、到期日期为2015年2月20日,本院决定
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第二
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福建]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

申 请 人 东莞市雄驰电子有限公司 因 遗 失 编 号 为
3010005121891853、票面金额为人民币叁拾叁万叁仟肆佰贰拾肆
元壹角伍分（333424.15元）、出票人为珠海经济特区金品电器有
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4年7月9日、到期日为2015年1月9日、
收款人为珠海启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付款行全称为交通银行的

银行珠海市分行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
条、第二百二十一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口起六十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清远市益强混凝土有限公司因被盗丢失了其持有的由清
远市清城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发的支票6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 ， 本 院 决 定 受 理 ， 现 依 法 予 以 公 告 。 1、 支 票 号 码 ：
535017861567，金额：2000000元，收款人：广州市花都区花山远
景五金经营部；2、支票号码：535017861625，金额：1000000元，
收 款 人 ： 广 州 市 天 河 大 观 进 汇 贸 易 行 ； 3、 支 票 号 码 ：
535017874293，金额：500000元，收款人：清远市益强混凝土有限
公司；4、支票号码：535017862460，金额：200000元，收款人：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陶塘建材经营部；5、支票号码：535017863428，
金额100000元，收款人：广州市花都赤坭睿捷装饰工程店；6、支
票号码：535017875639，金额；104890元，收款人：广州市花都区
花东益盈装饰材料经营部。以上6张支票的付款行均是广东清远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角支行。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清远市益强混凝土有限公司因被盗丢失了其持有的由佛

山市大金岗贸易有限公司签发的支票1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支票号码：535017879837，金额：
1000000元，收款人：清远市益强混凝土有限公司，付款行：广东清
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角支行，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广东]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清远市益强混凝土有限公司因被盗丢失了其持有的由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嘉健建材五金经营部签发的支票2张，向本院申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1、支票号码：
535017866318，金额：200000元，收款人：清远市益强混凝土有
限公司；2、支票号码：535017866317，金额：400000元，收款
人：清远市益强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上2张支票的付款行均是广东
省清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角支行。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重庆耐迪机电有限公司因其所持有的票号为
30300051/22833759，出票金额为人民币386600元，付款行为中
国光大银行柳州分行，出票人为柳州市五菱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四川吉地机械工业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4年11月
20日，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5月20日，由申请人重庆耐迪机电
有限公司最后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西]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宏润达（天津）化工销售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
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30500053-25758671，出票日期为2014年11
月11日，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5月11日，票面金额为100000元，
出票人为沧州亚峰建材化工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河北新奇特橡胶制
品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民生银行沧州分行河间支行。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河北]河间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应城市世华工贸有限公司因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京山县支行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票据号1020005220752559，
票面金额三万元，出票日期 2014年 11月 21日，汇票到期时间
2015年5月18日；出票人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出票
人帐号1809030009026003669；收款人湖北京阳橡胶制品有限公
司，收款人帐号1809030009032000278）遗失，于二〇一五年五
月七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要求宣告该票据无效。本院决定受
理，现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湖北]京山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霸士电器（昆山）有限公司因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 （号码为 30200053 22714373、出票人为鞍钢集团矿业公
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5，250.76元、付款行为中信银行鞍山
分行帐务中心、收款人为霸士电器（昆山）有限公司、出票日
期2014年8月26日、到期日为2015年2月26日），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辽宁]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自贡市恐龙电器制造厂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
据号码为：10400052 26656628，金额为伍万元整，付款人为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山西汾西矿业
集团水峪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4年 11月 20日，
付款日期为2015年5月20日，付款行为中国银行介休支行营业
部，该汇票已背书，背书单位为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水峪煤业有
限责任公司、宜宾市惠友高压电器制造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山西]介休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白碱滩区泉明免烧砖厂因丢失一张银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出票人为新疆三联工程建设有
限责任公司，付款行为中国工商银行克拉玛依大十字支行，票号为
1020005223735772，出票日期为2015年2月10日，出票金额为400000
元，收款人为白碱滩区泉明免烧砖厂，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8月9日。自
公告之日起108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白碱滩区泉明免烧砖厂因丢失一张银行承兑汇票，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出票人为新疆三
联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付款行为中国工商银行克拉玛依大十
字支行，票号为1020005223735773，出票日期为2015年2月10
日，出票金额为 400000元，收款人为白碱滩区泉明免烧砖厂，
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8月9日。自公告之日起108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

申 请 人 陕 西 华 星 线 绕 电 阻 有 限 公 司 因 票 号 为
2010005120030646；票面金额为121900元；出票人为国电新疆吉
林台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付款方为国家开发银行伊犁分行；持票
人和背书人为陕西华星线绕电阻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丢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新疆]伊宁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市泰昂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壹张，出票人云南尚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云南玉
溪中汇电力设备有限责任公司，背书人深圳市泰昂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峨山彝族自治
县支行，出票日期 2014年 12月 26日，汇票到期日 2015年 6月
26日，票面金额700000元，票据号码1030005226050170，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当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云南]峨山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安阳华一达塑化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
号：31300051/32663665，票面金额为壹拾万元整，出票日期为2014
年11月6日，汇票到期日为2015年5月6日，出票人为桐乡市同顺针织服
装厂，收款人为桐乡市新光明印染有限公司，第一被背书人为浙江雀屏
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被背书人为常州市广华化工新材料有限公
司，第三人被背书人为内蒙古恒业成有机硅有限公司，第四被背书人为
巨野联越运输有限公司，第五背书人为江苏农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第
六背书人为京博农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背书人为江西远星化学品
有限公司，第八被背书人为宁波炳星化工有限公司，第九被背书人为宁
波俊佳商贸有限公司，第十被背书人为安阳九天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第十一被背书人为申请人）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法律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桐乡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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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对于如何做好维护稳定工作，罗干

同志谈到，一是要大力加强新形势下的
对敌斗争。要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加强
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统筹协调和支持，要
认真研究和把握对敌斗争的新形势，跟
踪敌对势力的新动向，采取有针对性的
措施，增强工作的前瞻性和主动性。二
是要完善贯彻“严打”方针经常性工作机
制，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进一
步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
三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必须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
利益的问题，从根本上预防和化解矛盾
纠纷；必须大力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工作，形成经常性的工作机制；必须及时
妥善处置各种群体性事件；必须妥善处
理群众上访问题；必须大力加强基层基
础建设；必须完善维护稳定的工作机制，
使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工
作规范化、制度化。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维护社会
稳定的重点，也是难点。罗干同志反复
强调，要着力从源头和基层化解矛盾纠
纷，从源头上消除不稳定因素。他说，解
决源头问题就是要注意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企业改
制、征地拆迁、城镇管理等工作中，充分
考虑困难群众的实际利益，决不能漠视
群众疾苦，损害群众利益。执法部门一
定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保护群众合
法权益，决不能与百姓争利。解决基层
问题，就是要做到组织经费制度三落
实。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基层政权
建设。“两所一庭”（派出所、司法所和人
民法庭）是政法部门的基层组织，人员要
配足配强。他十分重视发挥人民调解在
维护稳定中的作用，强调人民调解工作
是维护稳定的第一道防线，要强化人民
调解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和法制宣传教
育的功能，发挥它们直接面对群众、联系
群众的优势，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
解在萌芽状态。

四、坚持公正司法、严
格执法

公正司法、严格执法，是政法工作的
生命线。罗干同志强调，公正执法直接
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关系到
国家法律的贯彻实施，关系到社会稳定
和国家长治久安，是我们政法机关的一

个永恒主题。各级政法机关必须按照
“严格执法、热情服务”的要求，坚决维护
司法公正，切实提高执法效率，推进依法
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落实。

针对执法司法工作存在的问题，在
罗干同志亲自部署下，中央政法委从
2005年 4月开始，在全国政法系统集中
开展“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
项整改活动。他要求，在容易发生徇私
枉法、权钱交易的岗位、环节，各部门除
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加强监督制约外，还
必须在内部工作机制上进行完善规范，
防止滥用执法权力，防止发生腐败案件；
在容易发生违规违法办案的岗位、环节，
要制定严格、规范、科学的管理办法和具
体的处罚办法，明确办案要求，细化办案
程序，减少因工作粗糙和疏漏产生的差
错；在容易发生玩忽职守、执法不作为的
岗位、环节，要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
不作为问题，严格规范、健全制度；在容
易发生地方和部门保护的岗位、环节，要
进一步规范和监督，支持和保障政法部
门依法行使职权。

坚持公正司法、严格执法，完善制度
是保障。罗干同志强调，规范执法行为的
前提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制度建设
过程中，要把公正执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科学、严密地制定
执法工作规范，把每一项执法行为都纳入
制度规范的轨道。一是突出重点，要在解
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上真正取得成
效。各级政法部门一定要紧紧抓住重点
岗位和环节，进一步严密执法程序，严密
监督制约机制，严密责任追究机制。二是
坚持创新，要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做好执
法工作制度清理工作，不断完善适应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形势的新制度。三
是循序渐进，要从依法治国的战略出发，
着眼于政法工作的长期发展目标，统筹考
虑，有计划、分步骤地健全完善执法工作
制度体系。四是狠抓落实，要着眼于解决
实际问题，既要抓已有的法律法规的落
实，又要抓新规范的制定和落实。

五、大力推进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

罗干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做好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性。1998
年4月，罗干同志在听取中央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汇报时，明确指
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解决社会治安问

题的根本出路。他说，社会治安问题是各
种社会消极因素的综合反映，必须在党
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齐抓共管，打防结
合，重在预防，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
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
做好“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
等项工作，努力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违法
犯罪，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

罗干同志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
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思考，形成了系统的
工作思路：

关于推进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要发
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势，整合社会各
方面的力量，动员广大群众，在城乡整个
地域范围内，全面落实治安防范措施，构
筑预防违法犯罪活动的社会网络，形成
全方位、全时空、多层次，集打击、防范、
控制一体化的工作机制，并使之制度化、
规范化。要充分发挥公安机关在社会治
安防控体系建设中的骨干作用，深入发
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大力加强群
防群治工作，强化基层基础工作，继续深
入开展基层安全创建活动，增强社会治
安防控能力，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

关于基层安全创建活动。基层安全
创建活动是以解决基层安全问题为目的
的群众性的创建活动。基层安全创建活
动的核心是“安全”。要从实际出发，
从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入手，把
工作的着眼点牢牢放在广大人民群众最
迫切要求解决的实际问题上，解决群众
最关心的社会治安问题，保障人民群众
的身心和财产安全，为群众提供一个安
全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为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
境。

针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突
出问题，罗干同志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提出了具体要求。对于流动人口管
理，要做好各方面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充
分发挥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
用，既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又防止其中
少数人违法犯罪。对于农村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要通过对治安不好的农村地区
和农村突出治安问题的重点整治，依法
严厉打击各种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整顿
软弱涣散的基层组织，建立维护治安的
防范机制，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
措施的落实。对于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
治理，要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校
园内发生的治安问题，由学校党政领导
负责；校园周边地区发生的治安问题，由

当地党政领导负责，各部门齐抓共管，通
过各自的工作，支持和配合学校进一步
做好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要采取学校

“内治”与周边“外治”相结合的方法，集
中整治治安混乱的学校及周边地区，净
化学校及周边地区的环境。

六、深化司法体制和
工作机制改革

党的十六大作出“推进司法体制改
革”的战略部署，将司法体制改革作为贯
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大举措和
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出相
应部署。罗干同志对司法体制改革高度
重视，他在 2002年 12月召开的全国政
法工作会议上提出，政法工作的改革要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深入调查研究，不断总结
探索，积极稳妥地推进，逐步建立与我
国国情相适应，与我国经济体制、政治
体制和依法治国要求相适应的政法工作
机制，做到体制更加合理，管理更加科
学，监督更加有效，素质更加提高，保
障更加有力，更为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
和社会稳定，促进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
义。

在谈到政法工作改革应遵循的原则
时，罗干同志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一是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各项改革措施，都
要符合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政体，保证党对政法工作的
绝对领导。二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
定。政法工作的各项改革，都要从最广
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从党和国
家的大局着眼，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
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
社会全面进步。三是从体制和机制上保
障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
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保障政法各部门
严格公正执法。四是有利于加强执法监
督，确保廉洁执法。科学设定和不断加
强内部外部监督机制，加强政法部门之
间的配合制约机制，形成协调有效的监
督体系。五是着眼于提高政法队伍的整
体素质和工作效率。充分考虑政法部门
的职能特点、素质要求，从制度上保障
政法队伍的政治和业务素质，提高工作
效率。六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和
统一。各项改革要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
定进行，政法工作改革要立足于我国国
情，总结政法工作改革的经验，借鉴和

吸取外国法制建设的有益经验，但绝
不照搬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

2004 年 12 月，中央提出改革和
完善诉讼制度、诉讼收费制度、检察
监督体制等 10 个方面 35 项改革任
务。罗干同志在 2005 年初召开的司
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实施工作会议
上，对如何做好司法体制改革实施工
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一要坚持统筹兼
顾、突出重点，争取在解决人民群众
关注的问题上尽快取得成效。二要坚
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
使各项改革措施方案符合实际情况、
符合群众意愿。三要把改革措施出台
的时机、节奏和社会承受能力很好地
统一起来，防止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利
影响。四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注意
在改革过程中保持政法队伍的稳定、
促进政法工作。五要正确引导社会舆
论，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罗干同志强调，司法体制改革的
目标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要
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改革，一定要把
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向群众讲清楚，
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出台改革措
施前，要认真调研群众的认可程度，认
真听取地方的意见，进一步增强改革的
民主性、科学性。

七、大力加强政法队伍建设

在全部政法工作中，队伍建设是
根本，也是保证。罗干同志十分重视
政法队伍建设。他深刻指出，当前，
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关
头，政法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
问题。要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
验，不断开创政法工作的新局面，关
键在于建设一支忠诚可靠、纪律严
明、作风过硬、秉公执法、训练有
素、业务精通的政法干部队伍。加强
政法队伍建设是政法工作的一项长期
战略任务，要按照政治坚定、业务精
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总要求，
坚持政治建警、从严治警、从优待警
和科技强警，保持政法队伍永远忠于
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
的政治本色，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
予的神圣职责。

罗干同志强调，建设一支高素质
的政法队伍，首先要重视思想政治建

设。政法干警既是党的忠诚卫士，人
民的忠诚卫士，也是法律的忠诚卫
士。政法干警必须切实增强党的观
念，始终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能动摇。要注重抓
好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建设，把那些
政治立场坚定、对人民群众有深厚感
情、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清正廉
洁、熟悉法律业务、工作认真负责的
干部，选拔到各级政法机关领导班子
中去。

为了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政法队
伍思想政治建设，2006年4 月，罗干
同志亲自部署在全体政法干警中开展
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
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主要内
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他强
调，广大政法干警牢要固树立社会主
义法治理念，真正在思想上搞清楚坚
持什么、反对什么、防止什么，使正
确的思想得到坚持，错误的思想得到
克服，模糊的思想得到澄清，不适应
新形势要求的观念得到更新，真正把
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好。

罗干同志十分重视基层政法队伍
的建设，关心扎根基层的政法干警。
他说，政法基层单位是政法工作的根
基所在。抓好基层，打牢基础就抓住
了政法工作的根本，也就能为政法机
关完成新的历史使命，奠定坚实的政
治基础，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我们
要切实加强基层政法领导班子的建
设，加大基层政法队伍的教育培训力
度，严把“入口”疏通“出口”，进
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继续深入开
展“争创”活动，促进公正执法，切
实加强基层政法部门党组织建设。

罗干同志提出，要正视政法队伍
中存在的问题。他强调，广大政法干
警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联系正反两方
面的典型，深刻剖析世界观方面存在
的问题，提高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
筑牢抵御各种诱惑的思想防线，任何
时候都不能与民争利，任何时候都不
能伤害群众感情，任何时候都不能侵
害群众合法权益。要坚定不移地加强
党风廉政和纪律作风建设，深入开展
反腐败斗争，建立健全教育、制度、
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确
保政法干警始终忠于党、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忠于法律。

北京大屯路隧道飙车案一审宣判
两被告人犯危险驾驶罪被判拘役

本报北京 5月 21日讯 今天上午，
备受关注的北京大屯路隧道飙车案在北
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并当庭作
出一审判决，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唐某拘
役五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判处于某拘
役四个月，并处罚金 8000 元。媒体记
者、被告人家属等百余人旁听了庭审。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 4月 11日
21时许，在朝阳区大屯路隧道外环道路
上，唐某驾驶兰博基尼牌小型轿车、于某
驾驶法拉利牌小型轿车由东向西故意相
互追逐，超速竞驶，后二车相继失控，发
生事故，造成隧道内护栏、防护墙等公共
设施损坏及两车损坏，并致唐某车内乘
客徐某“腰椎爆裂性骨折”（经鉴定为轻
伤一级）。事故发生后，于某拨打电话报
警并与唐某在原地等待交通民警处理。
次日，公安机关决定对本案以涉嫌犯危
险驾驶罪立案侦查，民警电话通知二被
告人到交通队，于某主动到案；唐某手机
关机，民警在被害人徐某所住医院见到
唐某后，将其传唤归案。

经鉴定，事故发生前，在隧道内唐
某驾驶车辆的瞬间时速超过 179.3km/
h， 于 某 驾 驶 车 辆 的 瞬 间 时 速 超 过
165.1km/h。经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被
告人唐某、于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案发后，二被告人的家属已全额赔
偿了相关单位的公共设施损失 32 万余
元。审理期间，被害人徐某提起附带民
事诉讼，经调解，唐某、于某同被害人
就经济赔偿问题已达成调解。

庭审中，唐某、于某对公诉机关指
控的事实及罪名均不持异议。二被告人
的辩护人均进行了罪轻辩护。

相关证据显示，公安交通管理机关
认定超速驾驶机动车，是事故发生的全
部原因；事发当晚，公安机关对唐、于
二人进行了抽血和尿检，经鉴定，唐、
于二人血液中均未检测出酒精，尿液毒
品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法院审理认为，唐某、于某无视交
通安全法规，在道路上追逐竞驶，车速
严重超过限速，导致交通事故，造成公

共交通设施损坏及他人轻伤的情况，
属于情节恶劣，均构成危险驾驶罪，
依法应予惩处。

公安机关发现犯罪事实后对本案
依法立案侦查。此后于某经民警电话
通知后主动到案，归案后对基本犯罪
事实能够如实供述，当庭自愿认罪，
认定为自首，依法从轻处罚。唐某系
被传唤归案，缺乏主动到案的情节，
不构成自首，但到案后其对追逐竞驶
的基本事实能够供认，当庭自愿认
罪，同时考虑其在交通肇事后履行了
抢救伤者、在现场等候处理等法定义
务，在量刑时依法从轻处罚。

鉴于案发后二被告人在家属的帮
助下对交通设施的损失予以赔偿，并
在审理过程中同被害人达成调解协
议，有一定认罪、悔罪的表示，故对
此情节在量刑时酌予从轻考虑。

关于辩护人适用缓刑的辩护意
见，法院认为，二被告人共同实施危
险驾驶行为，车速严重超过限速，导
致交通事故，造成公共交通设施损坏
及他人轻伤，在量刑时已充分考虑从
轻量刑情节。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
政策，惩罚和预防此类犯罪，不宜认
定为“情节较轻”，不宜适用缓刑。

据此，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宣判后，唐某、于某当庭均明确表示
不上诉。
（石 岩 本报实习生 王怡鑫）

据朝阳法院刑二庭庭长朱旭晖介
绍，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四年多来，该
类案件始终处于一个较高的发案态
势，且近两年上升明显。

危险驾驶类案件呈现三个主要特
点：一是案件类型集中于醉酒驾驶类
行为。四年来，该院审结此类案件
740余件，其中仅有 2件即“东坝飙
车案”、“大屯路隧道飙车案”系因追
逐竞驶行为引发，其余均为醉驾行
为。二是中青年男性高发。据统计，
该院审理的危险驾驶类案件中，男性
占98%，年龄在20岁至40岁的被告人
约占 76%，且年轻化特点在“飙车”类
行为中更为突出。三是犯罪时间集中
于夜间、假日。据统计，朝阳法院审理
的危险驾驶类案件中，发生在20时至
0 时的约占 60%，0 时至 3 时的约占
24%，发生在“五一”“十一”“春
节”等法定假期的则约占30%。

朱旭晖说，交通安全意识、法律
意识淡薄和侥幸心理是危险驾驶类案
件高发的主要原因。针对喜欢“飙
车”的年轻人，朱旭晖建议应在具备
条件的专业赛道上进行。

延伸阅读

危险驾驶持续高发

图为大屯路隧道飙车案庭审现场。 曹 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