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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最高法院和省高院“用两到三年基本

解决执行难”部署要求，6月7日，宣城中院召开执行攻

坚工作新闻发布会，宣城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陈钢新

向媒体和社会公众通报了近年来特别是今年 4 月省高

院决定在全省法院开展“江淮风暴”执行攻坚战以来，

宣城两级法院执行工作基本情况以及“八个一批”执行

举措的相关情况，同时还发布了宣城两级法院具有代

表性的 10 个典型执行案例，市委外宣办副主任宋博主

持发布会。

为全面决战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宣城两级法

院迅速行动，全体执行干警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凌晨

执行”“周末执行”“午夜执行”齐心协力开展执行工

作。紧紧围绕“江淮风暴”执行攻坚战的总目标，对标

对表最高法院执行考核指标和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

强力落实“八个一批”执行举措，举全市法院之力，以决

战决胜的姿态，向基本解决执行难发起总攻。

据介绍，宣城两级法院不断创新执行工作方式，开

展涉金融案件专项执行，梳理1000万以上的硬骨头案

进行集中攻坚等专项执行活动；创新执行机制，与

公安、交警以及房管等部门协调联动，破解查人找

车拍卖唯一住房难题；推出悬赏执行、诉讼保全、司

法救助以及小额执行案件等多种保险，联合通信运

营商为失信被执行人定制“失信彩铃”；联合多家媒

体搭建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平台，并充分利用网站、

微信、微博、街道横幅、户外显示屏等渠道常态化公

布“老赖”名单，形成了一轮电视、手机、纸媒、大屏

幕、宣传条幅全覆盖的宣传攻势。2017 年，宣城两

级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 18232 件，结案 15415 件，执

结标的额 56.95 亿元，今年 1 月～5 月，宣城两级法

院共新收执行案件 7162 件，结案 5023 件，执结标的

额 23 亿元。今年 4 月“江淮风暴”执行攻坚战开展

以来，宣城两级法院开展专项执行行动 30 余次，司

法拘留失信被执行人 112 人，将 1668 名被执行人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对 1370 名被执行人发出

“ 限 高 令 ”，在 省 级 以 上 媒 体 刊 载 执 行 信 息 400 余

篇，中央级媒体 50 余篇。 曹开发

大胆司机
匝道口逆向停车睡觉

近日，宣城高速一大队民警巡逻至G50沪渝高速宣城

东站上高速匝道处，发现前方有一小型轿车开启着双跳灯

逆向停靠在路面网状交通岛上，民警于是鸣警笛进行驱

离，但该车完全没有反应。

巡逻民警停车预警迅速下车上前查看。令巡逻民警

意外的是，车上驾驶位上一男子正在睡觉，执勤民警将其

喊醒并仔细检查证件。经检查了解，该男子长时间在高速

上驾驶，因过度疲劳无法继续行驶，于是就将车辆靠边停

下来休息一下，直到被交警喊醒。执勤民警问其为什么要

逆向停车，而该驾驶人解释竟是觉得交通岛宽敞，比较安

全！民警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教育，指出其违法停车的危

害性和可能发生的后果，告知其应该合理调整休息时间，

切忌疲劳驾驶，更不能无知到在上高速匝道逆向停车。

面对执勤民警严厉批评和有条不紊的执法，该车驾驶

员低下头，承认自己做错了，表示接受交警的处理。随后，

执勤民警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条文，对其在高速公路违法逆

向停车进行了处罚。 王俊文 曹开发

“江淮风暴”席卷宣城 勇破藩篱打赢攻坚战役

星报讯（张涛 王玮 记者 马冰璐）“妈妈，你不要丢下

我！”6月10日21时20分，合肥市瑶海区和平路某小区，一

名三十多岁的女子因家庭纠纷爬上33楼楼顶准备跳楼，年

仅6岁的儿子到场后，用稚嫩的声音不断劝说，最终将她劝

了下来。

合肥消防支队漕冲中队接到报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该

女子已经在顶楼的边缘了，且随时都有掉下去的可能。面

对现场民警的开导劝说，该女子情绪十分激动，一直不停地

哭泣且警惕性非常高，口里一直重复着“就是不想让我活”。

半小时后，该女子的舅舅带着她6岁的儿子来到现场，

女子看到儿子后，不断地叫着他的名字。看到妈妈的一瞬

间，男孩大哭起来，用稚嫩的声音不停地呼喊着：“你不是我

最好的妈妈吗？”“妈妈，你不要丢下我！”“妈妈，我马上就来

救你。”“妈妈，抱抱我！”……

听到儿子发自肺腑的呼喊声，该女子的想法发生了变化。

看见她似乎想要过来，男孩忽然开口说：“对，妈妈，就是用两个

腿这样翻过去，一个腿放这边，另一个腿再翻过来……”

最终在消防员的耐心劝说下，在家人和儿子的呼喊声

中，该女子放弃了轻生的念头，从栏杆外翻了进来，搂着孩子

放声大哭。随即，现场指挥员上前将她搀扶到了安全地带。

星报讯（李燕茹 张娜 孙雨静 记者 沈娟娟） 记者从

合肥市蜀山区文化馆获悉，该区文化馆2018年暑期少儿免

费培训班即将开班，13 个专业面向社会招生，免费报名和

培训，6月19日起启动招生，报名时间截止到6月29日。

据悉，本次培训班共开设 13 个专业 20 个班，共招生

315人，涉及中国舞、芭蕾舞、奥尔夫声乐、电钢琴、小提琴、

播音与主持、儿童话剧、书法、素描、古筝、尤克里里、非洲

鼓、乐高。

记者了解到，凡居住在合肥市内，对培训专业有兴趣，

身体健康，能积极参加学习的6~16岁青少年儿童均可报名

（2012年8月31日及以前出生的）。7月9日周一开课，8月

17日结束，共计12次课程。

在此次培训班中，电钢琴班招生最多，共招生32人，开

设两个班，将运用英皇钢琴教学体系，学习乐理，练习指法，

弹奏乐曲。周一、周四下午是芭蕾舞课程，针对6～10岁儿

童，通过芭蕾的训练，可以在未来的身体发育中曲线变得更

美，身心健康，增强体质，性格开朗，气质高贵。

值得注意的是，蜀山区文化馆公益培训属政府公共文

化服务项目，培训免收任何费用，但学生须自购个人学习

用品，如小提琴、尤克里里、纸笔、曲谱、舞蹈练功服、古筝

指甲等。另外，培训科目每人限报两项，报名确认后不可

更改科目。

咨询电话：65117382，家长可携带户口本到蜀山区文

化馆报名（洪岗路与三郢路交口以北100米）。

暑期少儿免费培训班开始报名

11家饭店“组团”
违建1200余平方米

星报讯（王洁 孙雨静 记者 沈娟娟） 在合

肥市贵池路瑞福食尚街，200 多米长的街道上分

布着十几家饭店，从 3 年前到今天，11 家饭店陆

续搭起了违章建筑，6 月 11 日，这 1200 多平方米

的违章建筑全部拆除完毕。因为靠近五十中西

校这一中考考点，这里将免费供考生家长停放车

辆，至少可容纳 100 辆车。

“自5月23日起，我们联合蜀山区城管委查违

大队对瑞福食尚街南侧停车场内违建下达责令 1

周拆除通知书，到6月11日，已全部拆除完毕。”合

肥市蜀山区西园街道综合执法科科长谭军说，拆

除工作开始，有些饭店开始自行拆除违建，但少数

饭店存在侥幸心理，在规定期限内没有自行拆除

违建。

记者了解到，6月4日开始，西园街道综合执

法科和蜀山区城管委查违大队进驻拆违现场，大

型挖掘机开始拆除工作，直到6月11日，这些违章

建筑全部被拆除。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拆除后的地块原本是

停车场，清理完毕后将可以停放更多的车辆，“中

考即将来临，附近的五十中西校是考点之一，我们

将免费向家长开放，至少可容纳100辆车，再加上

附近的停车位，总车位数可以达到300多个。”

合肥市端午龙舟赛即将启航
星报讯(记者 江锐） 记者从合肥市体育局获

悉，安徽省龙舟公开赛（合肥站）暨“领航蜀山”

2018 合肥市端午龙舟赛将于 6 月 16 日上午在政

务新区天鹅湖鸣枪开赛。

本届比赛由安徽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合肥

市体育局和蜀山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蜀山区教育

体育局、合肥市龙舟协会联合承办，政务区社会事

务接收领导小组办公室协办的大型民族传统体育

赛事。比赛分为500米直道赛，参赛组别设22人

龙舟和12人龙舟，总参赛队伍共37支，约1000名

运动员将在美丽的天鹅湖竞渡、角逐。

比赛当天，主办方还将安排龙舟比赛、文化宣

传、水上表演和互动体验活动。合肥市体育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端午龙舟赛是中国传统体育竞技

项目，将把合肥市端午龙舟赛办成一次文化和体

育盛会，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促进体育与

文化的深度融合，打造传统节日体育赛事活动品

牌，为市民提供丰富的节日文化活动。

星报讯（记者 王玮伟） 入监期间，自己何时刑满释放

都不清楚。6 月 11 日，记者从合肥检方获悉，日前，长丰县

检察院驻长丰县看守所检察室，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发

现2名在押人员的刑期计算错误，并及时联系原审法院，监

督纠正了刑期的计算错误。

在押人员刘某原系社区服刑人员，因违反社区矫正监

督管理规定，被撤销缓刑收监执行。在其入监后，长丰县院

驻所检察室检察官在询问其情况时，刘某竟说不清楚自己

刑满释放的时间。为此，检察官调取了原审判决书、撤销缓

刑的裁定书和执行通知书，发现撤销缓刑的法院未将其缓

刑判决前刑事拘留的32天时间予以扣除。查清事实后，该

院驻所检察室当即建议撤销缓刑法院予以纠正，并将32天

刑事拘留时间折抵刑期。

董某因盗窃犯罪，先后于2015年7月3日至7月17日、

2017年4月5日至5月5日被刑事拘留，后都因检察机关不

批准逮捕，被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在监视居住期间，

因董某传讯不到案，2017年10月31日，经长丰县院批准逮

捕，并被公安机关网上追逃。同年12月13日，董某到哈尔

滨市公安局投案，当日，其被临时羁押在哈尔滨市第一看

守所，同年 12 月 22 日被长丰县公安局带回执行逮捕。今

年 4 月 18 日，长丰县法院一审判处董某有期徒刑 6 个月，

刑期自 2017 年 12 月 13 日起至 2018 年 5 月 11 日止，扣除

了 2017 年 4 月 5 日至 5 月 5 日 31 天的刑事拘留时间。在

法院到长丰县看守所向董某宣布判决时，长丰县院驻所检

察室检察官发现判决书未将董某 2015 年 7 月 3 日至 7 月

17 日的 15 天时间扣除。发现这一情况后，该院驻所检察

室检察官立即联系本院的侦监和公诉部门调取公安机关

的报捕材料、起诉材料，确认董某是因一起犯罪事实而被

采取的强制措施、起诉和审判的。查清事实后，该院建议

法院进行了纠正。

长丰法院纠正两起刑期计算错误案

年轻妈妈楼顶欲跳楼
6岁儿子暖心言语劝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