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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以为喝酒后第二天可以开车，现在

知道错了， 今后再也不会酒后开车了， 做一个好公

民”。 近日，广信区法院对一起危险驾驶案进行当庭

宣判，被告人吴某某在听完法官的法律教育后表态。

2022

年

4

月，被告人吴某某在家中与朋友饮酒

至深夜。 次日上午

7

时

30

分许，吴某某无证驾驶无

牌三轮摩托车碰撞到停在路边泊车位内的小型轿

车，造成吴某某受伤、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 交警接

警后对已被送至医院救治的吴某某进行呼气式酒精

检测并抽取血样， 经鉴定吴某某血样中乙醇含量为

245.67mg/100ml

。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吴某某虽然是在饮酒

后的次日早上驾驶机动车， 但其明知头一天饮酒过

量， 在酒未全醒的情况下驾车上路， 构成危险驾驶

罪，故法院依法判处吴某某拘役两个月十五天，并处

罚金七千元。

法官提醒：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量

达到

80mg/100ml

以上的，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 睡

醒不等于酒醒， 酒精在人体内的代谢速率是有限度

的，大量喝酒后，至少要在

24

小时后再开车，否则仍

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 （ 周正兴 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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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讯 近日， 婺源县法院赋春法庭积极与

许村镇政府、许村派出所、汪村村委会、乐平市

洪岩镇司法所、段家村委会等单位互联互动，合

力化解一起因农村建房而致人死亡的损害赔偿

纠纷。

洪某在许村镇汪村建造二层房屋，将其中的

砌墙事务以“ 包清工”方式承包给乐平市洪岩镇

段家村村民董某施工，董某在施工过程中将吊砖

事务（ 从地面吊到二楼）分包给同村村民汪某负

责，汪某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在吊砖过程中不慎

从二楼摔下当场死亡。 事发后，就汪某的死亡赔

偿因各方对赔偿项目及赔偿数额的意见分歧太

大，致使调解陷入僵局。

赋春法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接受邀请参与

“ 两地六部门”的联合调解。 在调解现场，六部门

的调解人员分工协作，分组负责洪某、董某、汪某

子女（ 第一顺位全体继承人）等三方的思想工作。

法官围绕情、理、法耐心细致地向洪某、董某、汪

某子女阐明了各方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并结合当

地建房习惯，针对性地提出调解建议。 在全体调

解人员的不懈努力下，经过长达

8

小时的多轮协

商， 三方当事人最终达成由洪某赔偿汪某子女

245000

元（ 含建筑工程团体意外伤害险） 、董某

赔偿汪某子女

125000

元的分期付款调解协议。

据悉，洪某和董某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了第一期付

款义务。

赋春法庭始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

验”，积极主动融入“ 地方党委主导、政府支持、多

部门联动”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格局，通过创建

“ 无讼”示范村居，统筹联络多方力量多元高效化

解纠纷，努力构建“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纠

纷不成讼”的化讼、少讼或“ 无讼”治理模式，助力

乡村振兴，最终实现“ 家庭和美、邻里和睦、村居

和谐”的基层社会治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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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法院开展“烈日风暴”集中执行专项行动

示范创建“一庭一品牌”

鄱阳法院首个“新乡贤工作室”成立

简 讯

点亮夏夜“平安灯”

玉山法院：

筑牢暑期防溺水 “安全网 ”

德兴市检察院：

以 “检察蓝 ”守护 “英烈红 ”

警方行动

三清山公安打掉一跨省流窜盗窃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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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虞潇君 记者贺巍报道：

8

月

10

日凌晨，我市法

院启动“ 烈日风暴”集中执行专项行动。 当天，全市法院共

出动干警

249

人次，警车

53

辆，共拘传被执行人

111

人，司

法拘留

24

人，司法搜查

22

起，罚款

4

案

12000

元，执行完

毕案件

49

件，执行和解案件

49

件，执行到位标的款

325.98

万元，有被执行人迫于集中执行威慑力主动到法院履行，切

实维护了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

此次行动是上饶法院全面贯彻省委、 市委与上级法院

有关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和市中院关于执行一

件事实施方案要求，主要针对涉民生、涉企业、涉金融等专

项案件，由市中院进行统一部署、调度和指挥，全市

13

家法

院统一开展的集中行动。 行动前，市中院制定了工作方案，

梳理出目标案件

2000

余件，各法院对目标案件进行分析研

判，制定工作预案。

“ 同志们，我宣布‘ 烈日风暴’集中执行行动开始，请全

体执行干警立即行动！ ”随着行动总指挥、上饶中院党组成

员、执行局局长周忠平一声令下，全市

249

名执行干警立即

奔赴各处，展开强制执行。

“ 陈某，我们是铅山法院执行干警，这是我们的执行公

务证和工作证，你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在

依法对你进行强制拘传……”清晨

5

点，铅山法院拘传到目

标案件第一人，该被执行人一直躲避，但没想到执行法官凌

晨

5

点就“ 神兵天降”，无处躲避的被执行人陈某被执行法

官带上警车。

清晨

6

点， 婺源法院拘传到第一个目标案件被执行人

夏某某，被执行人在睡梦中被执行法官叫醒带走，因其拒不

履行还款责任，被依法强制拘传。随着执行法官向他释明躲

避执行、抗拒执行法律后果以及拒执犯罪刑事责任，该被执

行人于上午

7

点

39

分将全部执行款

6868.75

元汇入婺源

法院执行款账户，该案执行完毕。

上午

10

点，鄱阳法院将目标案件被执行人王某强制拘

传到法院， 经执行法官向被执行人王某释明法院依法可以

采取的强制措施、 后果， 并释明涉嫌拒执犯罪的法律后果

后，被执行人王某幡然悔悟，主动支付

27815.4

元执行款，

该案全部执行完毕。

随着时间推进，全市其他法院也纷纷传来行动捷报。在

此次行动中，执行干警因地制宜，将释法说理、耐心劝诫与

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相结合，既做到善意文明执行，又让失信

被执行人感受到法院打击规避执行的坚定决心， 充分展现

了上饶法院全体执行干警良好风貌， 树立了上饶执行工作

声威，取得了良好效果。

据了解，“ 烈日风暴” 集中执行专项行动为期

30

天，我

市法院将不断提升执行质效，持续严厉震慑失信被执行人，

以集中执行行动铸就强大合力， 全力维护和保障胜诉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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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讯 为推进“ 为群众

办实事示范法院”创建活动，

着力打造 “ 一庭一品牌 ”，

8

月

8

日， 鄱阳县人民法院首

个“ 新乡贤工作室”入驻莲湖

法庭调解窗口， 借助乡贤力

量，拓宽诉前调解的渠道，推

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 ，

为探索诉源治理新模式迈出

了实质性一步。

“ 新乡贤工作室”是莲湖

法庭在基层治理工作中的又

一创新探索，该工作室以“ 新

乡贤”为核心，发挥化解矛盾

纠纷、畅通社情民意、传承优

秀文化等职能作用， 推进乡

村治理的自治、法治、德治相

融合， 助力乡村振兴。 为有

效探索“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

制 ”， 将矛盾纠纷化解于苗

头、解决在诉前，莲湖法庭借

助乡贤熟悉当地风情民俗的

优势，与莲湖乡共同创新“ 能

人

+

贤人 ”解纷新模式 ，聘请

群众基础好、社会威望高、说

话有人听的党员老干部 、退

休教师等担任新乡贤调解

员，入驻法庭调解室。“ 新乡

贤工作室 ” 成立首日 ，

3

位

“ 新乡贤”诉前成功化解两起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对化解

矛盾纠纷起到了事半功倍的

成效。

下一步， 鄱阳法院莲湖

法庭将以“ 法润乡风”品牌项

目为抓手，依托“ 新乡贤工作

室”，强化乡村纠纷治理的法

治指引 ，收集 、应用 、弘扬辖

区乡规民约， 推动文明乡风

建设， 加强对辖区流动人口

的权益的司法保障， 推进基

层村居纠纷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 张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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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兴讯 近年来 ，德兴市

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公益诉

讼职能， 认真贯彻落实英烈

保护法， 用心用情用力保护

好 、管理好 、传承好 、运用好

英烈纪念设施， 以履职担当

捍卫英烈荣光， 让英烈精神

代代相传。

“ 无名红军墓群”位于德

兴市新岗山镇板桥村白沙关

付金坑的狮山上。 红色遗迹

本该是庄严肃穆之地， 可发

现时却因未列入文物保护范

围而导致红色遗迹破损 、杂

草丛生，甚至没有道路进出。

德兴市检察院经调查向德兴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文广新

旅局等单位发出了诉前检察

建议， 各行政单位收到检察

建议书后高度重视， 相互配

合 ，开始对“ 无名红军墓群 ”

进行修缮立碑工作。

今年以来，德兴市对“ 无

名红军墓群”进行了挖掘、维

护， 改造后的“ 无名红军墓

群” 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 。

2022

年

6

月

22

日经江

西省人民政府批准， 省文化

和旅游厅公布德兴市白沙关

红军战斗遗址列入江西省第

二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

录。

近年来， 德兴市人民检

察院通过开展公益诉讼活

动， 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依法

履职， 守护好红色遗址及英

烈纪念设施， 同时多方筹措

资金

500

余万元对受损的红

色遗址及英烈纪念设施等进

行修复和保护， 共办理烈士

纪念设施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11

件 ，红色遗迹保护行政磋

商

3

件， 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11

件 ，目前已办结

8

件 。 其

中， 该院办理的刘德元烈士

墓纪念设施保护行政公益诉

讼案是江西省首例涉及革命

烈士纪念设施管理的公益诉

讼案件。

（ 詹求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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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讯 暑假期间 ，玉山

县法院王宅法庭聚焦未成年

人溺水事件， 充分发挥法治

副校长“ 助推器 ”作用 ，积极

回应辖区校园安全教育“ 订

单” 需求， 联合必姆镇人民

政府、 必姆派出所、 玉山县

人防蓝天救援队共同前往必

姆中学开展“ 防溺水知识进

校园”安全教育活动。

“ 同学们要记住，在任何

情况下不要私自下水游泳 、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不

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下游泳

……”活动现场，法官用一个

个发生在身边的溺水事件 ，

引导学生们坚持做到六个

“ 不 ”， 时刻把安全牢记于

心、 内化于行。 蓝天救援队

的队员们向师生们现场普及

溺水急救方法， 并带领学生

前往王宅水库观摩溺水模拟

救护演练。 活动在帮助未成

年人树立“ 生命可贵、安全第

一”的意识同时，增强了学生

们的避险意识和防溺水自

救、互救能力。

必姆中学全校师生还进

行了主题签名活动， 大家有

序地在横幅上郑重地签上了

自己的姓名。

“ 此次活动，发挥了法官

在法治副校长岗位的履职担

当和学校法治建设上的‘ 专

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了

未成年人防溺水意识。 通过

深入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 进一步强化与乡

镇各部门联动 、联防 、联治 ，

全面构建校园法治建设 、平

安建设共同体， 把平安的种

子撒播在学生心田， 为校园

构筑一道安全教育的坚固屏

障 ， 呵护学生健康快乐成

长。”王宅法庭庭长王超如是

说。 （ 邱金陵 单赋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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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章荣富 记者贺巍报道： 为强势推进夏季治

安打击整治“ 百日攻坚”行动向纵深开展，切实强化辖区

社会治安管控，三清山公安分局全力以赴紧盯多发性侵

财类案件，按照“ 打团伙、破现案、护平安”的工作目标持

续发力。

8

月

10

日，该局合成作战中心快速出击、精准

打击，成功打掉跨省作案的流窜盗窃团伙

1

个，侦破本

市

5

起盗窃案， 带破全国

9

省

17

市共

51

起盗窃案，抓

获嫌疑人

2

名。

7

月中旬，三清山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接辖区一超市

业主报警称：其经营的店铺发生盗窃，店内的数千元现

金被盗。接警后，警方立刻启动“ 小案快破”工作机制，组

织合成作战中心精干警力开展侦查工作。 通过现场勘

查、调查取证、侦查研判，办案民警初步锁定了欧某、杨

某等

4

名犯罪嫌疑人（ 均为福建籍） ，并发现

4

人在当天

凌晨作案后又流窜至市区再次作案，随后驾驶租赁的车

辆出省失去了行踪。

为尽早抓获犯罪嫌疑人归案，办案民警加大了研判

分析力度，

8

月

10

日，在获知嫌疑人杨某和欧某回到福

建宁德的情报消息后，办案民警果断出击，一举将

2

名

嫌疑人抓获。

嫌疑人到案后 ， 办案民警深挖扩线 ， 查明由杨

某 、 欧某等

4

名犯罪嫌疑人组成的犯罪团伙在近

1

个月以来流窜于广东 、云南 、山东等

9

省

17

市实施

盗窃 ，连续作案

51

起 ，涉案财物价值达

10

万余元 。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杨某 、欧某对盗窃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 。

目前， 犯罪嫌疑人欧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杨某因未满

16

周岁被处以治安拘留处罚，追回的部

分涉案财物已返还给被盗受害人，案件的办理及追赃工

作正在进一步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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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高俊 记者贺巍报道：为了讨主播欢心，男子

在直播平台上豪掷千金，为此不惜挪用公司资金，以身

试法。 近日，信州区公安局经侦大队查处了一起挪用公

款案，抓获犯罪嫌疑人余某某。

7

月

27

日， 信州公安经侦大队接到辖区某公司报

警，称其公司员工余某某利用职务之便，私自挪用公司

资金。 接警后，民警立即对该案展开调查。 经查，民警发

现余某某工作期间多次私自收取、 挪用该公司业务款

项，前后合计金额高达

190

余万元。 东窗事发后，余某某

虽偿还了部分款项，但仍剩下

120

余万元的缺口无力承

担，最后索性直接藏匿不出，玩起了“ 人间蒸发”。经分析

研判，民警快速出击将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抓获归案。

如此庞大的资金究竟去了哪里？为了查清事情的来

龙去脉，民警一边加大审查力度，一边收集相关证据，而

一个十分“ 荒唐”的真相也终于浮出水面。

原来， 犯罪嫌疑人余某某工作之余十分爱看网络直

播，偶然接触直播打赏后一发不可收拾，经常用自己的积

蓄打赏主播、参与直播“

PK

”。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同时

解决自身因打赏造成的“ 财务危机”，左思右想的余某某便

动起了私自收取业务款项并挪用的“ 歪心思”。 一次次地铤

而走险，余某某非但没有悔意反而变本加厉，在挪用资金

的犯罪泥潭中越陷越深，更是十分夸张地将挪用的资金及

个人存款共计

300

万元，全部用于打赏主播。 直到“ 窟窿”

越来越大，余某某再也无力填补，这才幡然悔悟，但此时已

经悔之晚矣，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目前，犯罪嫌疑人余某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

正在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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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横峰公安积极推进夏季治安打

击整治“百日行动”，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

罪，整治突出治安问题，积极排查化解矛

盾纠纷，给群众看得见的安全感。活动中，

该局持续开展“见警察、见警灯、见警车”

行动，切实维护社会面治安稳定有序。 以

“查问题、查隐患、促整改”为重点，组织民

警对辖区旅馆业、娱乐服务场所、网吧、加

油站等重点场所及单位不定期开展全方

位清查，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积极开

展大走访活动，多渠道收集、掌握矛盾纠

纷真实情况，切实提高调解率。 民警还向

纳凉的群众发放宣传资料，针对近期高发

的养老诈骗、刷单诈骗、冒充”公检法“诈

骗开展以案说法，得到群众的纷纷点赞。

鲁云龙 摄

豪掷百万打赏主播 男子挪用公款被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