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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隐患大检查

11月3日上午，荣成交警二中队组织民
警深入市弘康运输有限公司开展安全隐患
大检查。期间，民警对企业的驾驶人及车辆
管理台账，驾驶员、押运员资质及培训情况
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孔冰)

交警夜间严查违规违法驾驶

10月27日晚，荣成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组
织警力在市区及各乡镇道路开展统一夜查
行动。当晚，共查处交通违法行为94起，其中
查处酒后驾驶4起，涉嫌醉酒驾驶1起，取得
了良好的整治和震慑效果。(孔冰)

车管所暖心服务

由于荣成市120辆校车因线路变更、驾
驶人及乘车时间发生变化需要重新申领校
车标牌，10月25日，车管所主动和校车公司
沟通联系，利用周末集中为校车开展查验工
作。(孔冰)

学校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10月26日下午，交警三中队组织民警走
进第三十七中学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活
动中，民警为学校更新了交通安全宣传栏，并
为小学部学生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材料，结合
交通事故的案例向学生们讲解交通安全知
识，教育学生们遵守交规远离事故。(孔冰)

交警深入乡村“讲课”

10月22日下午，荣成交警五中队民警走
进崖西镇政府开展农村驾驶人安全教育培
训。(孔冰)

车管所召开驾校负责人会议

10月16日，车管所在大疃驾考中心召开
全市五家驾校工作会议，各驾校负责人和分
管训练责任人参加会议。会议要求各驾校抓
紧训练安全，严禁教练车在S201省道训练，
禁止学员在S201省道考试路段两边逗留，各
驾校要切实维护好考场秩序，学员考试结束
以及无关人员禁止在考试区域逗留，确保考

试区域有序、规范。(孔冰)

醉酒驾驶无牌机动车被查

10月17日晚8时，交警六中队民警在夜
间巡逻时，查获一辆未挂号牌的车辆。民警
检查时，感觉司机唐某身上有较大酒味，对
司机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结果为139mg/
100ml，涉嫌醉酒驾驶。经查，唐某仅有摩托
车驾驶证。在证据面前，唐某对自己醉酒驾
驶无牌车辆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孔冰)

“一带一盔”保安全

10月15日上午，交警七中队组织民警走
进黄山村，民警通过张贴宣传挂图，发放张
贴“一盔一带”宣传材料，讲解驾乘车辆时佩
戴安全头盔、系好安全带的重要性，进一步
增强了农村群众的守法意识和安全意识。
(孔冰)

交警救助受伤被困驾驶人

10月13日下午，荣成交警二中队民警慕
华涛在王连街道峨石山路附近巡逻时，经过
寨前赛家村路口时，发现一辆三轮电动车在
路边侧翻，驾驶人摔倒在路边的沟里。经查
看，驾驶人自己无法移动，且脸色发紫，民警
立即拨打石岛人民医院急救电话，并将驾驶
人身体扶正放平，等待医护人员到来。5分钟
后，救护车到达现场，民警立即协助医护人
员将伤者抬至救护车并登记了其身份信息，
伤者及时被送到医院进行救治。(孔冰)

拾金不昧获称赞

10月11日上午，交警一中队民警王海峰
在寻山集市执勤时，在路边捡到一钱包。经
查看，钱包内有现金、购物卡及身份证，遂通
过对讲机联系中队办公室查询失主的联系
电话。王海峰打电话联系到失主并确认属实
后，在原地等待失主。不久后失主赶到现场
看到钱包失而复得，连连感谢认真负责的好
交警。(孔冰)

国庆假期间确保安全通畅

国庆小长假，辖区主干道及景区、商圈
周边道路交通压力逐渐增大。为确保道路安
全、畅通，荣成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全体执勤
警力按照工作预案，对各自管辖路口、路段
持续强化疏导管控，引导车辆安全有序通
行。执勤民警、辅警以饱满的警容警姿、标准
的指挥动作、人性化的服务举措，赢得了过
往群众的一致认可与好评。(孔冰)

多部门联合整治农机车辆

9月28日，交警四中队联合城市执法局、
农机局组成联合执法组，在上庄镇附近严查
农机车辆无证无牌、酒后驾车、违法载人、违
规载货、拖拉机未粘贴反光标识、车未检验
和无强制险等违法行为，此次联合执法共查
处各类农机车辆违法行为12起，暂扣车辆5
辆，有效预防和遏制了道路交通事故的发
生，起到良好的整治效果。(孔冰)

开展校车安全应急演练

9月23日下午，交警五中队组织民警走
进夏庄小学开展校车安全应急演练活动。活
动中，工作人员现场示范了灭火器和安全锤
等工具的正确使用方法，并模拟当校车尾部
冒出"浓烟"出现异常时，学生如何用衣袖和
手帕捂住口鼻，迅速撤离距50米外的安全地
带集合，陪护人员清点人数等5个模拟校车
安全应急演练场景，进一步增强了校车驾驶
人及师生的乘车安全意识，达到了预期效
果。(孔冰)

岳家村路口安装红绿灯

由于G228国道岳家村路口处于文登进
入荣成南部的主要通道，与上下班穿村的车
辆及行人交汇在此处，存在巨大的交通安全
隐患。接到大队通知后，设施中队立即安排
人员积极排查路口并联系供货商加紧生产
红绿灯设备，9月22日，红绿灯安装完毕并投
入使用。目前，该路口通行秩序井然顺畅，有
效确保了群众的出行安全。(孔冰)

专项整治确保交通安全

9月22日，荣成公安交警大队在振华灯
岗、步行街等主要路口开展非机动车和行人
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行动中，执勤民警以
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方式对非机动车逆向
行驶、违法载人以及行人翻越护栏等违法行
为当事人进行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引导违法
当事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参与交
通，取得了良好的整治和宣传效果。(孔冰)

车管所获赠锦旗

9月21日上午，顺丰快递荣成分公司负
责人来到车管所，将一面写有“尽职尽责为
企解忧，便民服务温暖人心”的锦旗送到民
警手中，对车管所的服务表示感谢。

因企业发展需要，顺丰快递荣成分公司
需新增一批三轮摩托车。因工作日期间该公

司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才能全部
办理新车注册业务。车管所了解这一情况
后，主动为企业提供预约服务，安排工作人
员利用周末为企业新增的77辆新车办理注
册登记业务，车管所的预约服务举措得到了
企业的肯定和赞誉。(孔冰)

违停“僵尸车”被拖移

9月18日上午，交警二中队民警在石岛
海港大厦周边道路巡逻时，发现有一辆没有
悬挂牌照的小型轿车横跨两个停车位停放。
经系统查询，无法联系该车主，走访周边群
众得知该车已停放多日无人管理。因此处路
口进出车辆较多，为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
保群众顺利通行，民警及时联系停车场将该
车拖移，等待进一步处理。(孔冰)

交警雨中疏导车辆保畅通

9月11日下午，石岛辖区突降大雨伴随
强风，老城区部分路段车辆行驶速度缓慢，
为确保道路的畅通有序，交警二中队启动应
急预案，全体民警、辅警冒雨上路执勤，在老
城区各主要路口进行指挥疏导以及开展助
学护学工作，并不时提醒过往车辆驾驶人雨
天行车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全力为广大
群众的安全顺利出行保驾护航。(孔冰)

交通安全宣讲

11月4日上午，交警七中队走进虎山镇
盛泉养老服务中心，活动中，民警用浅显易
懂的语言讲解各类交通违法行为造成的严
重后果，讲解酒后驾驶、违法载人、超员超
速、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可能引发的严重后
果。(孔冰)

汽车有盲区，大家要远离

11月2日下午，荣成实验二小把交警请
进校园、把货车开进校园，开展了一次别开
生面的安全教育，全校一千多名师生及家长
参与了此次活动。本次活动有两个部分：“情
景模拟”和“发放宣传材料、参观安全展板”，
荣成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在情景模拟体
验过程中，将现场组织学生分列四个区域，
从“前、后、左、右”四个方向配合展示大货车
的视野盲区，并就现场停放的货车进行了多
角度安全知识讲解，使大家对“汽车视野盲
区”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此次活动，同学们
通过身临其境的情景模拟体验更真切地体
会到“汽车盲区”的危险性，进一步增强了自
我保护意识。(于红霞)

三位一体,环翠法院打造“环法品牌”优商环境
今年以来，环翠法院持续贯彻

新型发展理念，坚持提站位、强机
制、重服务“三位一体”，不断优化
司法资源配置，提升司法服务和保
障能力，打造优化营商环境的“环
法品牌”。

提站位，激活发展新动能

主动作为，提振队伍行动力

以“两个坚持”等四项教育为
契机，通过政治轮训、理论中心组
读书班、专题调研等活动硬化队伍
作风，凝聚“闻令而动、不讲条件、
不遗余力”的队伍精神，创优争先、
比学赶超，带动全院各项质效显著
提升。今年以来，共审执结案件
11372件，同比上升17 . 5%，平均办
案天数由84 . 6天压缩至41 . 8天，同
比下降50 . 6%；新收破产案件全部
于7日内完成受理、立案、指定管理
人等工作。

自我“亮剑”，排查问题补短板

开展司法规范化自查活动，对
2018年以来全院审执结的20966件
涉企案件逐案排查，未发现不公
正、程序不合法问题，针对个别案
件结案信息填写不严谨、卷宗归档
不及时问题，已由院领导牵头全面
整治，并对监管短板及时补足。开
展办案效果集中回访活动，逐案梳
理2019年以来审结的13409件涉企
案件，筛选符合条件的样本企业37
家，样本律所167家，逐一回访并听
取意见建议，进一步规范司法行

为、优化司法服务。

整合资源，凝聚奋进新合力

主动对接沟通，安排专人与
区营商环境专班、市法院专班对
接，组织部门负责人、联络员及
答题代表参加工作培训会议 6
次，积极对标对表，完善工作措
施，确保各项部署要求落实到
位。打破部门壁垒，与市场监管、
金融监管、信访、公安、检察等部
门建立常态化沟通联动机制，就
破产企业处置、专项破产援助基
金建设、涉众金融案件办理及重
点企业涉诉等情况信息互通、协
同联动，主动延伸司法服务，凝
聚发展合力。

强机制，开辟审执快车道

完善繁简分流的新型办案机制

审判方面，完善“速裁+快审+
精审+专审”的新型办案机制，以“1
名法官+2名助理+2名调解员”的

“高配”阵容组建2个速裁团队，实
现简易民商事案件“当日分案、一
次开庭、当庭宣判、当场送达”，今
年以来，速裁团队共结案2448件，
占全院民商事结案数的24 . 4%，平
均办案天数3 . 1天，位居全省法院
首位。执行方面，设立小额速执团
队、大标的额执行团队及金融案件
执行团队，坚持线上线下财产查控
相结合，对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
件及时转入执转破程序，保障企业
胜诉权益及时兑现，今年以来，共

执 结 案 件 5 3 0 5 件 ，同 比 增 长
48 . 4%。

健全司法辅助事务

集约化管理机制

将导诉咨询、信息录入、排期、
送达等辅助事务交由第三方进行
集约管理，通过事务和人员的集约
化、信息化、标准化管理，逐一破解
聘用人员招聘管理难、业务水平
低、工作积极性差等问题，提升辅
助事务管理效能，助推审执工作提
速增效。自辅助事务集约化管理以
来至今年9月底，共回复、转办群众
来电诉求10817件，接待当事人
4671人次，实现零投诉，录入案件
信息20587件，录入准确率为100%，
案件排期15360件，协助执行结案
9 9 2 7 件 ，送 达 成 功 率 提 升 至
90 . 4%，审判庭日利用率达90%。今
年1- 9月，全院共审结各类案件
12016件，同比增长15 . 83%；结案
率为85 . 69%，同比提升10 . 8个百
分点；员额法官人均结案267件，同
比提高10 . 68%；发改率为10 . 81%，
同比下降6 . 86个百分点；平均办案
天 数 为 4 1 . 7 9 天 ，同 比 缩 短
50 . 44%；新收信访案件123件，同
比下降15 . 17%。相关工作被最高
人民法院确定为人民法院司法改
革案例。

强化审判监督制约机制

加强审限动态监管，凡审限延
长、中止、扣除均由院长把关审批，
严格控制案件审限；将超期未归档
案件、8个月以上未结案件、临近审

限案件等纳入临期预警清单，定期
通报并由院领导督办，加快办案进
度；建立发改案件评查制度，每月
召开专题审委会对发改案件逐案
评查，及时总结审判经验，提高审
判质量。通过一系列监督管理措
施，不断 提升队伍和流程配合水
平，推动审执工作进入机制、人员、
流程高效配合、协同促进的良性循
环。

重服务，一站办好不拖沓

打造线下“一站式”诉讼服务

推进诉讼服务中心升级改
造，增设12处专业纠纷调解室，建
成集诉调对接、信访接待(综合业
务)与速裁快审中心为一体的一
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实现咨询导
诉、诉前调解、网上立案、交退费
等业务“一站办通”。完善“一站
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增设
知识产权调解委员会、仲裁委员
会诉裁对接中心及执前和解中
心，选聘23名调解员驻庭调解，建
立社会调解组织竞争机制、诉-警
-调对接机制和“二次分流”机制，
实现诉前调解范围、功能、机制

“三个升级”。
今年1-9月，诉讼服务中心共

分流纠纷5514件，调解成功1878
件，先行调解成功数占同期民商事
案件受理总数的31 . 67%，司法确
认50件，调解成功率为34 . 06%，经
诉前调解成功、未进入诉讼程序的
纠纷共有1180件，全院民商事结案

率为89 . 29%，同比提高8 . 5个百分
点。

延伸线上智慧化司法服务

强化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应
用，进一步拓展网上信访、网上
调解、全国跨域协助立案、线上
抽选鉴定机构、电子送达等工
作，为当事人节约成本、提供便
利；深度运用智慧管理系统，实
现要素式审判、电子卷宗随案
生成、法律文书自动生成、智能
语音识别录入等功能，保障司
法事务高效、规范运转；落实司
法公开制度，强化裁判文书上
网、庭审直播和审判流程信息
公开，主动接受监督，持续改进
工作。

定制个性化服务措施

全力支持中小微企业维权，
针对中小微企业法律素养不足、
维权困难等实际问题，上门提供
诉讼指导，协助企业梳理资料、撰
写文书、办理诉讼业务，最大限度
为企业节约成本、挽回损失。今年
以来，共收到企业锦旗4面，被各
级媒体宣传报道30余篇次。建立
院领导走访联系企业制度，主动
听取企业需求和意见建议，为企
业梳理扶持政策，帮助企业克服
疫情影响。今年以来，先后走访企
业11家，帮助企业梳理政策30条，
提供法律咨询和司法建议2 0余
条。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高
洪超 通讯员 唐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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