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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集中整治超限超载行为
为期一个半月 超限检测站 24 小时执法
荆门晚报 (记者戴永君 通讯员周远
智 )9 月 27 日晚，市政府组织市交通运输
部门、 市公安交警部门执法人员 100 余
人次、治超执法车辆 20 辆，在掇刀辖区
范围内开展联合专项整治行动，重拳打击
掇刀辖区内超限超载违法行为，严肃打击
深夜超载大货车集结冲岗，拉开治理超限
超载专项行动的序幕。 现场查扣 29 辆超
限运输车辆，其中包括一台“
百吨王”。
目前我市超限超载运输形势十分严

峻，势头十分堪忧，导致斥巨资修建的道
路损坏严重，影响车辆正常通行和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
市政府决定，利用一个半月时间，开
展治理超限超载专项行动，治理重点:整
治矿山企业、 货运企业源头装载超过车
辆规定限值的行为； 货车运输的车货总
重超过规定限值的行为； 货车闯卡、拒
检、借故堵塞车道、聚众闹事、损坏相关
设施设备等违法行为； 清理取缔公路沿

线车辆中途二次装载、驳载砂石、煤炭料
场和其他货物分装转运点； 车辆非法改
装和改装窝点的清理整顿； 打击故意遮
挡号牌、 安装强光灯等逃避抓拍的违法
行为；整顿固定超限检测站落实 24 小时
规范联合执法行为。
此次专项整治，交警、路政将加强路
面治超执法力度， 依托 4 个固定超限检
测站和 8 个流动治超点开展执法。 4 个
固定超限检测站分布在国道 207、234、

240 线路上，分别是：钟祥双河、京山钱
场、沙洋范家台、掇刀团林站。 8 个流动
治 超 检 查 点 分 布 在 国 道 207、347、348
和省道 218 线路上，分别是东宝区南桥、
碑凹山治超点； 掇刀区麻城、 袁集治超
点；钟祥市大桥西、长寿红星检测点；京
山市曹武检测点；沙洋县高坪检测点。 各
地还将组织路警联合执法专班不定期开
展流动执法，此外，还将强化货物源头监
管。

拒不履行赔偿义务 等到拘留方悔悟
荆门晚报讯 （记者李天学 通讯员
王欣 ）日前，刘某因拒不履行法院生效
判决书确定的义务被司法拘留后，主动
履行赔偿义务，与申请执行人沈某达成
执行和解，并于当日一次性支付 5 万元
赔偿款。 至此，一件交通事故赔偿案件
圆满执结。
钟祥人刘某与沈某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 经钟祥法院审理判
决刘某赔偿沈某经济损失 96560.8 元。
判决生效后，刘某未履行判决义务，无
奈之下，沈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
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依法向刘某送达
了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等法律文
书，多次督促其主动履行义务，但刘某

昨晚， 荆门本土品牌
好酒——
—培公家酿上市发
布会在星球国际酒店三楼
举行。培公酒业以中国国学
传统文化为核心，弘扬荆门
历史名臣周培公忠、孝、仁、
礼、 智的人文精神为理念，
倡导家酿、自藏、共享的绿
色、健康生活方式。 作为荆
门历史悠久的原生态原浆
窖藏酒， 其酿造秘方源自
周培公舅家孙氏酒坊，材料
选用优质高粱、稻谷、小麦、
水等，工艺为固态发酵。
荆门晚报记者 张文 摄

仍置若罔闻， 该院依法对其进行了拘
留。 刘某被拘留后，执行法官耐心对其
宣讲法律，告知其不履行法院判决的后
果，刘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主动和
沈某达成了执行和解， 履行赔偿义务，
法院依法对其提前解除拘留。
据悉， 为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今年来，钟祥市人民法院与公安
部门协同攻坚， 开展打击失信被执行
人的集中执行活动。 活动中，该院集中
优势警力重拳出击， 对有履行能力但
拒不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依法采取拘
留、罚款等措施，截至目前，共拘留被
执行人 24 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和法律效果。

高息放贷暴力催债 一恶势力集团受审
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
5 人被控寻衅滋事罪 法庭将择期宣判

一男子
“
拒执”被判刑
荆门晚报讯 （记者刘国锋 通讯员
刘璐璐 ）掇刀男子陈某有能力执行而拒
不执行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在被司法
拘留两次后仍不履行给付义务。 25 日
下午，掇刀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陈某
拒不执行判决罪一案并当庭宣判，判处
陈某有期徒刑九个月， 缓刑一年六个
月。 这是掇刀区法院判决的首例“拒执
罪”案件。
2015 年 7 月 25 日，陈某驾驶车辆
与孙某驾驶的车辆相撞，造成孙某受伤
及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 2016 年 6 月
8 日， 掇刀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
判决陈某赔偿孙某各项经济损失
76373.35 元。 判决生效后，陈某未按期
履行生效判决。2016 年 9 月 7 日，孙某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向陈某送
达执行通知书后， 陈某在有能力履行
法院生效判决的情况下， 仍拒不执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法院分别
于 2016 年 12 月 6 日 、2017 年 9 月

18 日决定对陈某司法拘留 15 日，陈某
始终未履行给付义务。 2017 年 12 月
26 日，掇刀区人民法院将涉嫌犯拒不
执行判决罪的陈某移送至公安机关立
案侦查。 今年 1 月 3 日，因涉嫌犯拒
不执行判决罪， 陈某被高新区·掇刀
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慑于刑罚强大
压力，1 月 9 日，陈某与孙某达成执行
和解协议，并履行了执行和解协议的
全部内容。 1 月 10 日，陈某被取保候
审。
法院认为， 被告人陈某对人民法
院的生效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
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
判决罪，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 陈某归
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依法可
从轻处罚。 综合陈某的犯罪情节、主观
恶性及悔罪表现， 结合社区矫正工作
管理部门出具的调查评估意见书，依
法对陈某可适用缓刑。 法院遂作出了
上述判决。

荆门晚报讯 （ 记者王清华 通讯员王
京霞 邓亚男 ）昨日，东宝区人民法院公开
开庭审理一起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被告
人姚某等 5 人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审理。
2013 年 1 月， 被告人姚某与张某、冯
某合伙， 在掇刀区某酒店成立荆门市克银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克银公司”），主
要开展小额资金放贷业务， 被告人姚某为
公司债权管理人。
公司成立后， 多名借款人以月息 5 分
至 8 分不等的高额利息从克银公司借款。
借款后，一旦借款人不能及时还款，被告人
姚某便安排指使郑某、黄某、赵某、王某等
人，对借款人采取 24 小时“跟脚”，到借款
人公司“上班”，强住借款人住房，以及殴
打、捆绑浸水、看管、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
逼迫借款人还款。 其中一借款人刘某分四
次从克银公司借款共计 130 万元， 月息 6
分，后因不能及时还款，与负责“跟脚”的赵

某发生口角，郑某、黄某、王某等人得知后，
持刀赶到现场将刘某砍伤。 经荆门市公安
司法鉴定中心鉴定， 刘某的损伤程度属轻
微伤。
2018 年 4 月 11 日， 被告人赵某到公
安机关投案；5 月 7 日，被告人姚某到公安
机关投案；其余被告人也相继落网。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姚某、郑某、赵
某、黄某、王某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多次
采取殴打、胁迫、恐吓、滋扰、纠缠、拘禁等
手段强索债务， 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
一伙的刑事责任。
庭审中， 控辩双方在审判长主持下，
围绕指控事实开展举证、质证、辩论，并对
案件事实、证据、法律适用及量刑充分发
表意见，各被告人分别作了最后陈述。
此案法庭将择期宣判。
庭审现场，部分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到场旁听监督庭审。

白云大道一辆商务车自燃
消防官兵及时救援

检察官走访农业系统院士专家工作站
荆门晚报讯 通讯员陈厚旌

（
）日前，
市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丁凤彩带
领专项办公室检察官到市农业局对农
业系统院士工作站进行走访，并与市农
业局、建站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座谈。
检察官们在实地察看了院士专家
工作站的工作场所和部分科技成果
后，举行了座谈会。 会上介绍了我市检
察机关开展服务和保障创新驱动发展
专项法律监督工作的步骤和工作重
点， 详细了解了是否存在妨害院士站
创新发展、 侵害创新人员权益的违法

犯罪行为， 征求院士站对检察机关开
展专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市农业局负责人介绍了五个农业系
统院士工作站的运行情况， 对市检察院
主动服务、 超前服务、 优质服务表示感
谢，同时希望市检察院在知识产权保护、
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创新的法律知识等
方面，加强对院士工作站的指导和培训。
通过走访，市检察院、市农业局
达成共识，精诚合作，再接再厉，共同
推动农业领域创新驱动发展工作再
上新台阶。

荆门晚报讯 ( 记者朱运兵 通讯员蒋
珊 ）23 日晚，白云大道向东桥段，一辆别克
商务车在行驶中自燃。 苦于车上无灭火器，
司机报警求助， 消防官兵及时赶来将火扑
灭。
23 日 22 时 47 分，市消防支队东宝中
队接到求助后出动 3 辆消防车、15 名消防
官兵赶到现场， 当时一辆别克商务车车头
正在燃烧，情况十分紧急。 消防官兵立即出
一支水枪，对火势进行压制，并对现场进行
警戒， 防止对过往行人造成伤害。 经过近
10 分钟奋力扑救，明火被基本扑灭，为防
止车辆发生复燃， 指挥员命令两名官兵利
用撬杠将引擎盖撬开， 对引擎盖内部进行

降温处理，待车体基本冷却，确保无复燃可
能后，官兵返回中队。
该司机称在行驶途中， 突然听到车辆
前方引擎盖位置发出两声“砰”“砰” 的响
声，随后闻到烧焦的味道。 司机感觉不妙，
立即下车， 发现引擎盖已十分烫手并不时
从引擎盖内冒出白烟。 由于车上没有灭火
器，他马上打电话报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