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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变菜场

@爱灵：@苍南新闻网 灵溪江湾路与塘北路十字路口是繁华

的交通要道，可是近半年以来，早上竟然成了自由菜市场，如此占

道经营严重影响交通，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治理。

扫黑除恶在行动

公益走秀庆丰收

@灵秀：@苍南新闻网 日前，县灵秀旗袍社应邀参加由矾山

镇政府在埔坪举办的第二届农民丰收节，开展公益走秀，为当地百

姓呈现一场唯美、优雅、浪漫的旗袍视觉盛宴，成为乡村丰收节上

一道亮丽风景线。

本报讯（记者 林超群）“P
图”伪造证据，该当何罪？恶意

虚构事实欺骗法官，要怎么罚？

虚构借款事实，严重妨害民事诉

讼进行，造成司法资源浪费，拿

什么来治？……近日，县人民法

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关于打

击虚假诉讼情况的介绍，切实营

造防范和打击虚假诉讼的强大

声势，积极助力温州创建新时代

“两个健康”发展先行区。

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

一般表现为当事人或虚构案件

事实，或捏造法律关系，或伪造

诉讼证据等手段，炮制假案子、

假讼争，以此牟取非法利益。

县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发现，虚

假诉讼的防范打击存在识别难

度大，占民商案件比例小；手段

多样，真实案情中隐瞒、捏造部

分事实；单方虚假诉讼行为增多

等问题。

2017 年、2018 年，县法院全

年分别受理一审民商事案件（不

含 特 别 程 序）12325 件 、12076
件，其中发现涉虚假诉讼案件分

别为 1 件、26 件，占比分别为

0.08‰、2.1‰；2019 年 1 至 8 月，

县法院受理一审民商事案件（不

含特别程序）8331 件，其中发现

涉 虚 假 诉 讼 案 件 12 件 ，占 比

1.4‰。该院根据法律规定，结合

上级法院指导意见，对上诉统计

的39件案例，涉38人进行依法处

置，其中9人次被拘留、31人次被

罚款，罚款合计53.4万元。

针对虚假诉讼案件线索发

现难、查证难、追责难等突出问

题，县法院通过出台专项工作指

引，健全职业放贷人名录，建立

诉前、诉中、诉后三阶段全方位

防治机制；加强对事实证据的

审查力度，有效识别虚假诉讼；

完善内部审查和移送衔接工作

机制，形成打击虚假诉讼合力和

民事强制措施与刑事追诉手段

并举等四大举措，重拳严惩虚假

诉讼。

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涉及的

民间借贷、离婚、追索劳动报酬、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等虚假

诉讼多发领域，县法院将从各证

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

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依法、全

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提交

的证据，并通过传唤当人事本人

到庭、提交原始证据、依职权调

查取证等形式加大审查力度。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人民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民间资本

经济越来越发频繁。对此，县法

院建议当事人应特别注意提高

自身风险防范意识，诉前加强防

范、诉中积极应对、诉后及时救

济，警惕可能陷入“虚假诉讼”的

泥潭。

会上，县法院还发布了《企

业经营常见法律风险防范和诉

讼服务提示手册》。

县法院四举措“亮剑”虚假诉讼
让打假官司者无处遁形

本报讯（通讯员 夏露）“真

是辛苦你们了，专程跑来一趟，

非常感谢！”当县政务服务中心

窗口民警把身份证送到家门口

时，周先生和周太太的感激之

情溢于言表，喜悦中也夹杂一

丝酸楚。

原来，33 年前，周太太在家

中分娩，因小周出生时脑部缺

氧，导致各方面无法正常发育，

小周长年瘫痪在床,无语言能

力。家人也将小周身份证办理

一事耽搁了下来，偶尔办事需要

身份证时也遇到一些不便。

县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民警

知情后，主动上门为小周办理了

身份证。虽然已提前知晓小周

的情况，但民警在现场仍深受触

动。两鬓斑白的周先生欣慰的

笑容背后，是夫妻二人长达33年

对儿子寸步不离的坚守和呵护，

如今儿子终于将有自己的身份

证，对于儿子而言意义非凡。周

先生夫妇一再对民警表示感谢，

民警说：“我们走一趟不辛苦，您

二老几十年如一日的守护孩子

才是真正的伟大！”

苍南公安温馨提示：年满16
周岁的公民应及时办理身份证，

以免在生活和工作中办事遇到

麻烦；若确因特殊情况出行不

便，请提前联系所属派出所、预

约上门办证。

民警上门服务

特殊人士家中领取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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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笑颖 通讯

员 李慧）日前，县卫生监督所灵

溪分所在辖区开展中小医疗机构

专项整治行动，打击和整治医疗

乱象，维护群众健康权益，进一步

促进医疗机构健康发展。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从9月23
日起，自9月30日结束，主要针对

医疗机构及人员依法执业、医疗

技术临床应用等方面问题进行检

查。重点检查医师出租、出借转

让《医师执业证书》；医疗机构买

卖、转让、租借《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或《医师执业证书》，医疗机

构超出登记范围开展诊疗活动，

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

生技术工作，出具虚假证明文件，

违规开展免疫细胞治疗，以及非

法获取和买卖器官、角膜人体器

官和组织等违法违规行为。

下一步，该所将继续开展执

法检查，加大执法力度，发现违法

线索，依法严肃查处，同时督促医

疗机构依法规范执业。

卫监整治
中小医疗机构

苍南县融媒体中心苍南县融媒体中心 宣宣

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本报讯（记者 朱笑颖）前

日，时代莱康门诊部在上江小

区老年公寓开展免费义诊活

动，并借此机会积极宣传 65 周

岁及以上老人免费健康体检的

国家政策，动员老年人积极参

与健康管理。

“吃饭、睡眠好不好？人有

没有哪里不舒服？“饭有吃，人

有点晕。”在上江小区老年公

寓，时代莱康门诊部的医护人员

各司其职，有序为公寓内的老人

开展测量血压、问诊、推拿、拔

罐等义诊活动。并为 20 名 85 周

岁及以上老人送上棉被，叮嘱他

们入秋后要注意防寒保暖。本

次义诊活动受到老人们的一致

好评。“很好、很开心，对我们老

人都很有帮助，都很好。”不少

老人表示，上了年纪后，自己比

较注重身体健康，每次都会主动

进行体检，更好了解自己的身体

状况。

据了解，2018 年以来，时代

莱康门诊部深入渎浦社区、城中

社区、双台社区等地，开展免费

的健康体检活动，该门诊部负责

的社区内 65 周岁及以上老人的

体检率达到 80%以上。莱康门

诊部负责人郑发尧告诉记者，开

展这样的义诊活动，最主要还是

想更广泛地宣传国家对老年人

的健康管理服务，动员65周岁及

以上老人积极参与每年的免费

健康体检，防范各类老年病、慢

性病。

宣传惠民政策 普及健康知识

“莱康”为灵溪上江65岁以上老人免费体检

本报讯（记者 陈薇拉）“同

学你好！我叫扎西炯里，是个非

常爱笑的男孩。收到你的信以

后，我非常高兴，我们太有缘

了，我也是我们班的体育委员

哦！”“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玛吉

杰，爱好是看书、玩手机、拍抖

音……有机会的话你们来我们

藏族的高原上，我们这里东西

很好吃，风景也特别美丽！我

会请客哦！”近日，灵溪一中的同

学们收到了一封封特别的信件，

大家都格外激动。原来，这是来

自千里之外的红原藏文中学同

学的回信。

去年 9 月，灵溪一中与红原

藏文中学结对。今年 6 月，灵溪

一中的同学们向藏文中学的同

龄人寄出了自己的第一封书信，

3 个月后，同学们终于等来了回

信。在班主任的组织下，同学们

从发信、拆信到读信，每一个环

节都进行地小心翼翼、严肃认

真。打开信件，同学们有的一个

人细看着，或两三人小声品读

着，也有的大声朗读着，一句句

话语，亲切而又温暖。

为了更好地搭建交流平台，

丰富藏文中学师生的精神生活，

在上学期末，灵溪一中发出爱心

图书捐赠的倡议。自上学期末

到本学期初，全校师生积极响

应，大家纷纷捐出自己的爱心书

籍，为红原藏文中学的同学们送

上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在 9 月

30日的书籍打包现场，灵溪一中

的师生们小心翼翼的把捐赠的

近千册爱心书籍装入箱子内，每

个举动都彰显着对红原少数民

族同胞浓厚而真挚的情谊。

灵溪一中校长庄传快表示：

“这是一次接地气的交流活动,
能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孩子们

心中生根发芽。衷心希望两校

的孩子们能一直延续这段情谊，

用彼此的成长故事，谱写汉藏一

家亲的民族团结新乐章。”

据悉，自两校结对以来，灵

溪一中通过名师示范引领、送教

上门、资源交流共享等方式，切

实促进了两校结对工作健康发

展，搭建了汉藏师生友谊桥梁。

灵溪一中与红原藏文中学师生结深情

“民族团结之花”在书信中绽放

本报讯（通讯员 新福 成湖）

10 月 7 日是重阳节,矾山镇埔坪

村开展尊老、敬老、爱老活动,当
地企业家李若忠等捐资 30 万元,
举办敬老宴99桌，特邀千名60岁

以上老人欢聚一堂同吃敬老宴,
共庆九九重阳节。

赴宴的老人们脸上充满笑

容，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热气腾腾

的丰盛菜肴,一边叙友情、谈健康、

说发展，现场充满了浓浓敬老情。

村干部频频向老人们敬酒,祝福老

人们节日快乐、健康长寿。为宴会

忙里忙外的志愿者则表示，为老人

做点事是应该的，老人家们聚在一

起热闹下心里会更舒坦。

千名老人
共享“重阳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