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乡的汛情牵动着马鞍山庐江商会会长、
理事、会员和在马庐江籍人士的心。

马鞍山庐江商会发起了“为家乡抗洪救灾捐
赠倡议书”。倡议书在老乡中迅速传开，会长、

理事、会员和老乡纷纷慷慨捐赠。
7月 26日上午，马鞍山庐江商会会长王文

生带领商会专家顾问卢琴，常务副会长陈昌
春、张金江，副会长兼秘书长张遵道，副会长黄
学春、郑昌玲、左家彬，奔赴庐江县汤池中学，
向安置在这里的白山镇同达等乡村的灾民捐
赠了毛巾、牙刷、牙膏、拖鞋、洗脸盆、保温瓶、
卫生纸、太空被、方便面、矿泉水等急需的生活
用品。

汤池镇中学是这次受灾百姓的安置点。
庐江县工商联主席朱晓丽，汤池镇党委书记钱
中军、副镇长吕俊生在汤池中学接受了抗洪救
灾慰问品。

马鞍山市庐江商会会长王文生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商会得知家乡汛情非常严

峻，连夜在商会微信群内募集捐款采购了一些
救灾物资，并立即与县工商联联系捐赠事宜。
在这里我代表马鞍山庐江商会，向奋战在抗洪
一线的干部群众表示崇高的敬意。组织此次

防汛物资捐赠活动一是希望能为乡亲父老尽
一些绵薄之力；另一方面也希望带动更多爱心
企业参与进来，向社会传递正能量，彰显企业
家的责任担当。 海洋风 张静

情系家乡！马鞍山庐江商会组织会员回乡捐赠防汛物资

正在搬运物资

防汛物资运输车辆及抗洪救灾慰问品

庐江县工商联主席朱晓丽、汤池镇党委书记钱中军和副镇长吕俊生与商会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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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0 日上午，花山法院组织全体党员干警通
过视频直播形式，收看省高院党组书记、院长董开
军及马鞍山市中院党组书记、院长陈万新为法院干
警讲授的主题教育专题党课。党组书记、院长徐
飞，院领导班子成员，审判委员会专委及全体党员

干警参加会议。
通过聆听党课，全体党员干警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

作中将继续强化理论武装，提升业务水平，积极践行司法
为民、公正司法的庄严承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组织全体党员干警观看主题教育专题党课直播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
一切，永不叛党。”7月 1日上午，在苍松翠柏，
庄严肃穆的濮塘烈士陵园内，响彻着铿锵有力
的入党誓词，花山法院庆“七一”系列活动之

“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主题教育活动
在此举行。

在庄严肃穆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前，花山法
院党组书记、院长徐飞带领班子成员、审判委
员会专委及党员代表，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
圈，默哀鞠躬，绕行一周，寄托对革命先辈的敬
仰和哀思。面对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全体
党员干警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重温入党誓词，
共忆党的光辉历程。

大家纷纷表示，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坚
忍不拔、顽强拼搏、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岗位，勤奋工作，以实
际行动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为辖区建设提
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和服务！

为庆祝建党99周年，结合花山法院党总支工作安排，
7月1日，花山法院各党支部召开庆祝建党99周年学习研
讨会，院领导班子成员分别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
支部会议，会议由各党支部书记主持。

各党支部会议迅速学习传达落实省高院院长董开军
宣讲的“坚持正确法治道路 彰显时代使命担当”的党课精
神，聚焦深化“三个以案”警示教育检视的问题,围绕“四对
照四检视”，紧扣主题，进行检视剖析，明确整改举措。各
位党员干警的自我批评直奔主题，见人见事见思想；相互
批评坦诚相见，达到了红脸出汗、排毒治病，相互教育警
醒的效果。

各党支部会议强调，要持续开展“三个以案”警示教
育，加强理论学习、常怀敬畏之心，不断提升思想自觉
和政治自觉，做好此次警示教育成果的转化应用，把整

改措施和成效变成行为自觉，切实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带头作用。

7月 9日上午，花山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
重大涉黑案件，杨某等 33名被告人被控涉嫌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
罪、寻衅滋事罪等 10项罪名。党组成员、慈湖
高新法庭庭长宋文胜担任审判长。

该案采用AB庭模式审理,有效疏通了疫
情防控需要与推进黑恶案件审理中的“难点”

和“堵点”，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审理多
人涉黑恶案件的积极探索。

庭审现场，公诉机关宣读起诉书，控辩双方
就指控事实开始对被告人进行讯问、发问，针对
起诉书指控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进行了逐项举
证、示证，各项庭审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

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区直机关工作
人员和社会群众以及被告人家属等100余人参
加了旁听。

本案系全市首例向农村基层政权渗透的
涉黑案件，整个庭审持续数日。

7月 22日上午，马鞍山市中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洪明一行到花山法院，督导该院扫黑除
恶“六清”行动落实情况以及涉黑恶案件办理
情况，并召开座谈会。

会上，花山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徐飞就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及“六清”行动中“案件清结”

“黑财清底”工作推进情况作了详细汇报。
在听取汇报后，洪明副院长对花山法院

“六清”行动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也指

出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对花山法院
下一阶段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一要紧扣决胜之
年的目标要求，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再
发力、再加速，严格按照“清干净、清到底”的要
求，扎实推进“六清”行动开展。二要积极适应
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加快未结涉恶案件审
理进度，确保案件清零。三要加强涉黑涉恶案
件财产处置及执行工作，强化“打财断血”专
项行动力度，铲除黑恶势力经济基础。

被执行人某物流公司在法院判决生效后，
一直拒不履行还款义务，申请执行人孙某无
奈，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立案后，查明
被执行人某物流公司名下无存款。承办人多
次联系公司负责人，其一直躲避，拒不偿还债
务。但承办人查询到该公司名下仍有正在营
运的货车，于是依法在车管所对该物流公司名
下的车辆予以查封。

2020年7月15日下午，申请执行人孙某联

系本院，说在当涂县太白镇发现两辆被花山法
院查封的货车。为了避免车辆被转移走，案件
承办人徐锴及执行干警立即出发，在瓢泼大雨
中一路疾驰，赶往当涂县太白镇。

几位执行干警冒着大雨，对两辆车辆进行
核验，办理扣押手续，并张贴封条。随后，将两
辆车转移至本院扣押车辆停车场停放。

后续花山法院将对两辆车进行评估、拍
卖，所得价款用于偿还申请执行人。

7月 1日上午，花山法院道路交通事故审
判庭公开审理一起被告为聋哑人的特殊交通
事故案件。为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道交法庭
专门从马鞍山市特殊教育学校聘请了手语老
师，让聋哑人跨越障碍，参加“有声”庭审。

道交法庭在案件受理之始，了解到被告范
某的特殊情况后，两次安排上门送达，将民事
诉讼的权利义务进行了充分告知，通过在纸张
上书写的方式与被告沟通，嘱咐其有困难可以
向法院诉说，并建议范某积极寻求法律援助。
案件开庭审理之前，承办法官又多次组织双方
进行庭前协调，对无争议的案件事实和证据进
行了固定。

在庭审过程中，承办法官控制庭审节奏，
留有充足的时间让手语翻译老师和范某进行
沟通，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阶段，认真细致
地听取了范某的意见。承办法官在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双方争议不大的基础上，为免双方

再行往返之累，当庭进行了宣判，并告知双方
上诉的权利。

花山法院道交庭以人为本，从关爱特殊群
体出发，充分保障特殊主体的诉讼权利，让司
法为民落在每一个参与到诉讼活动中的当事
人的点滴实处。

不忘党史辉煌 牢记初心使命

——各党支部召开庆祝建党99周年学习研讨会

丰富组织生活 凸显政治担当

——迎“七一”瞻仰烈士陵园

烈士精神永垂不朽
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花山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重大涉黑案件 市中院副院长洪明一行到花山法院
督导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关爱特殊群体 庭审庄严与司法温情并存

物流公司欠债不还 法院扣车拍卖抵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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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考成绩今天下午发布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刘

颖）2020年南京市中考评卷工作已经
结束，将于今天下午发布考试成绩。

7月29日13点45分起，模拟
填报升学志愿期间根据提示已登记
手机号码的考生和家长，可收到本人
的中考成绩和总分位次短信。

7月29日14点起，考生和家长
通过访问南京市教育局官方网站，输
入本人的建档号和考试证号，查询本
人中考成绩和总分位次。

南京市招考院将统一打印《考生
成绩通知单》（分数条），由各区、初中
校将分数条发给考生本人，考生按毕
业学校规定的时间到校领取。

考生收到分数条后，如对本人个
别学科文化成绩有异议，可提出成绩
复核书面申请，经所在初中学校签署
意见，同时携带考生本人的《考试证》
和分数条，到所在区招生办（招考中
心）登记申请复核成绩，申请复核成绩
登记时间为7月30日9时至11时。

市招考院特别提醒，全市中招集
中录取工作将从8月6日开始，至8
月19日结束，届时南京市教育招生
考试院将通过官方网站、“南京市招
考院”微信公众号、各类媒体，按规定
多渠道公开招生政策和各批次招生
录取进程，严格依法依规招生，积极
推进阳光招生。

为指导考生正确填报志愿，加强广大考生与
在苏招生院校之间的沟通交流，省教育考试院今
年将举办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咨询会。

今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咨询会将分两个阶段
进行，第一阶段时间为7月28日－7月31日，每
天上午9：00－11：00，下午2：30－5：00。参会
咨询高校为部分第一阶段录取院校（含文科类、理
科类、体育类、艺术类提前录取本科院校，文科类
或理科类第一、二批本科院校）。

届时，省教育考试院和各设区市招办也将参加
咨询答疑。考生可直接登录江苏省教育考试院门户

网站（www.jseea.cn），点击首页“2020年江苏省
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咨询会”栏目图标进入咨询会平台
参与咨询，考生也可通过关注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官方
微信公众号“江苏招生考试”（微信号：jszsksb），点击左
下角“网上咨询”进入咨询会平台页面参与咨询。

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咨询会第二阶段将于8月
27日—28日进行，参会高校为部分第二阶段录
取院校［体育类、艺术类高职（专科）院校，文科类、
理科类高职（专科）院校，高职（专科）注册入学院
校］。省教育考试院和各设区市招办也将参加咨
询答疑。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刘静

江苏省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咨询会（第一阶段）开始了
相关新闻

晨 报 讯（通 讯 员 江 景 轩 房 蓓 南 京 晨
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随着横江大道快速
路改建竣工通车，在为周边居民区和青奥场馆
提供了快速交通便利的同时，由于车流量不断加
大，7月初，有群众联名投诉，反映青奥公园门口
即横江大道与河滨路路口较为拥堵，早高峰车辆
积压更为严重，直接影响市民日常出行。

江北新区公安分局交警支队第一大队
对此高度重视，领导带队多次实地勘查，发
现由东往西掉头车辆与由西往东直行车辆
发生冲突，因早高峰驾驶机动车由长江隧道
进入市区的车辆较多，南京长江隧道北入口
早高峰车流量较大，导致浦口大道及横江大
道路段出现车辆排队积压现象。经分析研

判，为避免横江大道相关临近隧道路口发生
严重交织，同时确保横江大道往长江隧道方
向路口畅通，提升长江隧道往南京方向车辆
通行效率，大队多措并举，一是在早高峰时
段 6时 30分投放 3名警力进行疏导，并从
严查处违规变道加塞车辆；二是继续优化该
河滨路路口的信号灯配时，提高横江大道北

段东西方向的通行效率；三是设置调头车道
信号灯，对调头车辆进行有序放行；四是积
极与隧道管理公司、交管局四大队进行协
调，进一步挖掘长江隧道通行效率，减少早
高峰拥堵情况发生；五是加强该路段巡逻，
切实做好轻微事故现场快处快撤，确保通行
效率提高。

横江大道与河滨路路口多项举措疏导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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