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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李与小芳是通过相亲结识的，婚后

也有了孩子，但由于这样那样的矛盾，2016
年，两人在高邮法院签订了离婚协议，双方
协议离婚。

对于父母来说，离婚最无法割舍的莫
过于子女。经过协商，小芳取得了孩子的
抚养权，小李承诺每月承担500元的扶养
费。除此之外，两人存在5万元的共同债
务由双方均摊，各自偿还25000元。

一开始，小李还能按时承担抚养费，
也时常去探望孩子，然而时间久了，小李
给钱的日期越来越晚，有时一拖就是几
个月。

怎么回事呢？原来，小李不仅拖欠孩
子的抚养费，在外也欠了不少钱，这可怎么
办？小芳想到双方还有调解书，于是决定

申请强制执行。
二

小芳向法院提交了强制执行申请，要
求小李支付抚养费合计2.4万元。这起案
件的承办人是执行局的常亮。

接到案件后，承办人员分别了解了双
方的具体情况，考虑到双方实际情形，决定
以调解为主，通过沟通的方式，让小李主动
承担起还钱的义务。

为了加快沟通速度，承办人员加了小
李的微信，敦促其及时履行义务的同时，也
在协调双方的矛盾，只不过小李这边虽加
了微信，但态度总是模糊不定，行为也是一
再推脱。

正当承办人员想通知小李到庭履行
义务时，小李那边却先“炸开了”：先是在
凌晨时分发起了“连环夺命call”，微信语

音，打了不接，接着再打。见执行人员依
旧不理会，于是直接发送一长串的污言秽
语，咒骂执行人员多管闲事。最后，见法
官依旧不理他，小李还用一副无所畏惧的
姿态，向法官叫嚣着：“有本事你来抓我
啊，我等你！”

于是第二日一大早，执行人员便向部
门负责人进行汇报，积极制定了拘传方案。

原本一切准备就绪，可此时这位“天不
怕地不怕”的小李又发来了新消息：

“法官，请你原谅我，我喝多了……”
三

酒后胡说乱骂，酒醒就想道歉开溜？
这可不行，好歹也是成年人，不管喝没喝
酒，都得对自己行为负责。更何况，他挑衅
的是司法权威呢？

终于，小李被执行人员“请”到了法

院。执行人员依法对其进行训诫，经过训
诫，小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主动写下
检讨书，并向法官赔礼道歉。

道歉后，小李也主动提出协商，并与小
芳一起对抚养费等事宜达成了一致。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对妨碍
司法行为及其处理方式进行了明确的规
定。侮辱、谩骂、诽谤司法工作人员，是一
种公然藐视和挑战司法尊严的非法行为。
高邮法院也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做文明人，
行守法事！ 通讯员 邮法宣

男子酒后谩骂司法工作人员 酒醒主动认错书面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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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玉明（女）遗
失残疾人证，证号：
3210841974012246
2543，声明作废。

孙建斌（男）遗
失残疾军人证，证
号：苏军J031204，声
明作废。

作废声明

因 线 路 检 修 ，
10kV八伯线：将卸甲
镇在和村 06#变原
100KVA配变更换为
200KVA配变并更换
高 压 侧 项 目 定 于
2020年10月22日12
时00分至2020年10
月22日18时00分停
电，特此通知。

停电范围：
伯勤村、在和村

06#变
因 线 路 检 修 ，

10kV 河口 111 线：
10KV河口干线370-
375#杆原10米杆更
换15米电杆6基，原
导线LGJ-240导线
更换JKLYJ-240*3*
300米项目定于2020
年10月24日8时30
分至2020年10月24
日13时30分停电，特
此通知。

停电范围：
甘垛镇北韩村、

耿家排、甘垛镇北韩
村 耿 家 01#、02#、
11#、12#、04#、06#、
08#变、甘垛镇北韩村
北韩 01#、07#、08#、
09#、12#变

因 线 路 检 修 ，
10kV 河口 111 线:
10KV河口干线357#
杆安装开关一台，干
线370-375#杆原10
米杆更换15米电杆工
程项目定于2020年
10月24日6时30分
至2020年10月24日
9时30分停电，特此
通知。

停电范围：
甘垛镇北韩村、

甘垛镇姚家村、甘垛
镇和平村、龙王排、徐
韩排、北韩排、耿家
排、北京康味美食品
有限公司、甘垛镇姚
家村龙王01-05#变、
甘垛镇姚家村南耿
01-02#变、甘垛镇和
平村徐韩01、04-05#
变、甘垛镇北韩村养
殖场01#变、甘垛镇北
韩村耿家01-12#变、
甘垛镇北韩村北韩
01-04、06-10、12-
13#变

因 线 路 检 修 ，
10kV卸奔线: 将卸
甲镇华东村01#变原
100KVA配变更换为
200KVA配变并更换
高 压 侧 项 目 定 于
2020年10月22日12
时00分至2020年10
月22日18时30分停
电，特此通知。

停电范围：
周邶墩村、华东

村01#变因线路检修，
10kV卸杨线吴沂支
线：将卸甲镇卸甲村
08#变原200KVA配
变更换为 200KVA
配变，并更换高压侧
定于2020年10月23
日12时00分至2020
年10月23日18时30
分停电，特此通知。

停电范围：
卸甲村、卸甲村

08#变
高邮市供电公司

2020年10月16日

停电通知

本报讯（通讯员 徐锴 曹蕾 记者 赵
妍东方）日前，送桥镇发生一起3辆汽车相
撞的交通事故，辖区送桥派出所迅速调集
交警队、案件队民警赶赴现场处置，仅用1
小时就抓获找人“顶包”的醉驾、肇事逃逸
犯罪嫌疑人。这是送桥派出所与交警天山
中队实施“交所融合”后成功侦破的又一起
案例。

为有效破解基层公安机关警力资源配
备不足、基层社会治理合力不够等瓶颈性
难题，市公安局送桥派出所积极探索警务
机制改革新路子，推行农村交警中队与派

出所“交所融合”综合执法执勤模式，以交
所支部联手为基础，以外部支部联盟为支
撑，突出党建引领，强化党的领导，提增工
作动力，提升融合效能；以平安创建为立足
点，以“两警”联勤为主力军，以“登云义警”
为后备军，坚持共治共建，打造平安高地，
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
业化水平；紧扣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实
施创新服务、优质服务、一站式服务，打造
新时代过硬公安队伍。

据悉，送桥派出所与交警大队天山中
队自2019年10月“融合”以来，警务运行呈

现出“1+1>2”的倍增效应，实现了社会治
安满意度、公安队伍满意度“双上升”和刑
事案件发案、输入性犯罪“双下降”。

送桥派出所和天山中队“交所融合”成功
侦破案例也是我市公安实行“交所合一”的一
个缩影。市公安局积极探索实施“所队合一”
新模式，让派出所与交警中队合署办公，打造
房屋互通、勤务互联、工作互融的基层警务运
行新机制，全面提升治安管理、交通管理、打
击防范、服务群众等警务工作的水平和效能，
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真正实现警
务效能最大化。

“交所融合”实现警务效能最大化——

“融”出活力“合”出战力
本报讯（记者 翁正倩）日前，2020年第三

十七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复赛江苏赛区一等
奖名单公布，高邮中学高三学生谈昀泽榜上有
名，凭借优异的成绩脱颖而出。

谈昀泽文化成绩突出，平时乐于在物理世
界中思考和探索。他的物理老师居殿兵告诉记
者：“谈昀泽不仅对物理非常感兴趣，还经常和
同学组成小团队研讨物理方面知识，这非常难
能可贵。”对于此次获奖，谈昀泽表示竞赛的试
卷还是比较适合他的，在竞赛期间收获的远比
付出的多。在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他
更懂得在学习的路上要脚踏实地累积和练习。

据了解，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是在中国科
协的领导下，由中国物理学会主办，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自愿参加的群众性的课外学科竞赛
活动，目的是促进中学生提高学习物理的主动
性和兴趣，改进学习方法，增强学习能力；促进
学校开展多样化的物理课外活动，活跃学习风
气；发现具有突出才能的青少年，以便更好地对
他们进行培养。

我市学子喜获全国中学生
物理竞赛江苏赛区一等奖

本报讯（通讯员 居继平）自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工作启动以来，城南新区通过抓好宣传
发动、业务培训、责任落实、协作配合等措施，确
保工作到位、数据精准。目前，城南新区人普办
台账建立已完成85%，台账录入已完成60%。

为做好人口普查宣传工作，城南新区累计
悬挂横幅百余条，张贴公益广告500张，发放
《致住户的一封信》13000份，动员数十家沿街
商铺利用电子屏滚动播放宣传标语。同时，通
过村务通、微信、QQ等新媒体广泛发布普查动
态，解读普查政策，引导群众自觉配合普查登
记，履行如实申报普查信息义务。此外，该区还
先后组织基层普查“两员”参加市、区专题培训
讲座3场，培训近300人次。并建立工作联络
群，及时“线上”答疑，做到即问即答。

为强化领导压实责任，城南新区还成立了专
门领导小组，并建立健全考评奖惩机制，确保普查
各环节工作有序衔接。区人普办加强与社会事业
局、派出所等部门沟通协调，通过信息共享，合力
做好人口普查基础信息收集工作，确保人口普查
工作不漏一户、不少一人，项项准确，为全区高质
量完成人口普查工作奠定基础。

城南新区人口普查工作严细实

本报讯（通讯员 曹蕾 珠珠 记者 南
笙）近日，一九旬老太出门遛弯时迷路，多
亏好心市民及时发现后报警，最终，民警通
过挨家挨户询问，成功将老人送回家中。

10日下午2时许，珠湖派出所接到群
众报警称：在市区人民路上发现一老太在
路上徘徊，可能是迷路了，希望民警前往救
助。接警后，值班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经过

现场了解发现，老太思维有些不清晰，无法
讲清楚自己的住址和家人的联系方式。由
于老太年纪比较大，身体比较虚弱，走路需
要拄着拐杖，根据附近市民讲述，民警预估
老太家应该就在附近，便搀扶着老太在人
民路附近一边走一边询问是否有人认识该
老太。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寻找后，有附近
居民认出老太，并为民警指路。最终，民警

将老太送至家中并交给其家人。
经了解，老太今年已经90岁，家人一般

不会让其单独出门，这次走失是因为老太趁
家人没注意，自己走了出去，正在全家万分焦
急、四处寻找的时候，看到民警带着老太回来
了。老太的儿子握着民警的手说：“幸好有你
们，及时帮我找回老母亲，真的万分感谢！”

警方提示，老年人外出，要有家人陪
伴，或者将家庭住址和子女联系方式写在
纸上，让老人随身携带，尽量避免老人在外
走失发生意外。

九旬老太遛弯迷路 警民合力助其回家

10 月 15 日 是 国

际 盲 人 节 。 当 天 下

午，市残联、市盲协在

市文体中心举行盲人

定向行走培训，并首

次开展无障碍观影活

动，在市四叶草助残

志愿者的帮助下，近

30名盲人朋友走出家

门，走进影院，在配音

老师的解说中，“观

看”电影《我和我的祖

国》，一起感受电影艺

术魅力。图为：无障

碍观影活动现场。

卢悦 晓莉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