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期，针对汝州
全市各地频繁出现非法销售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违法行
为，汝州市工商局联合市文
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对这些
违法行为进行了专项整治。

此次行动，相关部门共出
动执法人员50余人，执法车
辆 10 余台，对市区和 15 个
乡、镇的200余户销售门店进
行突击检查，发现非法销售卫
星地面接收设施经营户30余
家。执法人员依据国务院《卫
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

理规定》之规定，对30余户销
售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予以
没收，同时依法对上述商户作
出行政处罚。

据了解，专项整治行动
中，执法部门共没收卫星地面
接收设施80余套，并对违法
经营户进行宣传教育，告知违
法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如
果接收到非法信号，会对社会
和谐造成潜在危害，同时也会
严重影响正常收听收看广播
电视节目。

本报讯 12 月 14 日，汝
州市人民法院执行二庭经过
连续作战，当日接收、当日执
结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并
及时将两万多元的工资款交
给申请人周某及其儿子的手
中。

2015 年 3月，家住四川
省西允县的周某与其子周某
某来到李某承建的汝州市一
工地工作，不料周某某在
2015年 5月从楼上摔下，被
送往医院诊治，手术后下肢
高位截瘫，造成二级伤残，常
年卧床。这让刚刚 25 岁的
周某某完全失去了劳动能
力，连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都
需要他人的帮助，且家中还
有不满周岁的孩子嗷嗷待
哺，而李某却以双方已经对
完账为由，拒不支付尚欠申
请人的工资款两万多元。无
奈之下，周某及其子周某某
将李某告上法庭。

案件经一审、二审，判决
生效后，李某拒不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周某
及其子周某某申请强制执
行。考虑到申请人为外来务
工人员，目前暂无其他收入
来源，生活非常困难，执行法
官在受理案件后，第一时间
制定了执行方案，利用中午

工地开饭时间，抓好时间差，
迅速组织干警赶赴工地，寻
找被执行人李某。李某正在
工地上组织工人吃午饭，法
院干警释明身份和案由后，
被执行人李某仍以双方已经
对完账，工资款全部结清为
由拒不支付。经现场调查，
发现工地路旁停放的一辆小
汽车为被执行人李某所有，
法院干警依法拟对该车辆采
取扣押措施。李某迫于压
力，愿意支付工资中的一部
分，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再次
发生争执。

执行干警对李某展开说
服教育，以事实为依据，以法
律为准绳，讲法说理。经过
一个多小时的说服教育，被
执行人李某最终意识到自身
错误，将两万多元工资款全
数支付。执行干警冒着严
寒，顾不上饥肠辘辘，马不停
蹄地将案件款全部交到申请
人周某和其子周某某手中。

颤抖着双手接过案件款
的周某，不禁流下了感动的
泪水，对执行干警深深地鞠
了一躬说：“感谢汝州市人民
法院的执行干警们，这些都
是我儿子的救命钱，感谢汝
州的这么多好人！”

本报讯 12月15日上午，汝
州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百日执行风暴”专项活动开展
的总体情况。汝州法院党组成
员、执行局局长桂东辉，审委会
委员、少审庭庭长刘延斌，执行
局副局长郭志军出席了发布会。

2016年9月1日至2016年
12月10日，汝州法院根据河南
省高院及平顶山市中院统一部
署，开展了“百日执行风暴”专项
活动。该项活动开展后，汝州法
院穷尽执行措施，使执行工作取
得突破性进展。截至12月 10
日，100 天内共实际执结案件
1155件，执行到位金额1.86亿
元，司法拘留112人，罚款133
万元，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拒执
犯罪案件48案49人，已判刑5
案6人，自诉案件立案43件，结
案39件。专项活动取得明显成
效，综合成绩位居平顶山法院系
统第一名，全省法院系统第三
名，上级法院和汝州市委、人大、
政府、政协对汝州法院的执行工
作都予以充分肯定。

据了解，汝州法院采取有力
措施，确保活动取得扎实成效。
强化组织领导，资源配置倾斜。

活动开展的第一时间，成立专项
活动领导小组，先后五次召开党
组会部署安排推进活动开展。
实行重大、敏感案件班子成员包
案执行制度，一把手亲自包案，
活动期间共协调化解信访案件
12件，执结涉民生案件86件。
以社会化购买服务的方式，招聘
退伍武警15人，成立执行快速
反应中队，实行军事化管理，确
保随时出击。优先保障执行用
车，先后投入40余万更换执行
用车，新配备车辆5辆，目前，执
行办案专用车辆6辆，燃油不限
量全额供给。

强化协调沟通，争取多方支
持。积极向市委、市人大汇报，
向市政府、市政协通报执行工作
情况，争取各界支持。在市委、
市政府的支持下，执行涉党政机
关案件 28 件，执结标的金额
1800余万；与检察院、公安局协
商会签了《关于依法惩治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若干问题的会议
纪要》，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的具体情形进行了细化和明确，
为打击拒执罪奠定了坚实基础。

多措并举，确保活动取得实
效。执行局领导带领执行中队

通宵蹲点守候，杨长坡院长深入
执行一线，下雪夜里带执行局干
警错时执行，抓获了一些长期行
踪不定的“老赖”。执行局共开
展错时执行行动34次，抓捕失
信被执行人92人，促使结案380
件。12月7日、8日、9日晚，开
展了为期三天的“雷霆行动”，成
功抓捕失信被执行人42名，扣
押车辆四台，当场结案16件，结
案标的 57万，有力打击了“老
赖”的嚣张气焰。开展专项清理
执行案款工作，清理案件款
953.6万元。建立网拍不动产按
揭贷款机制，先后网拍46次，成
交金额1448.68万元。

加强舆论宣传，营造良好氛
围。充分利用电视、报纸、网络
等媒体，宣传执行风暴开展情
况。活动开展以来，共发布各类
宣传稿件70余篇，河南省电视
台法制频道对汝州法院进行了
为期6天的专访，共播出16期节
目，及时召开“百日执行风暴”专
项活动新闻发布会，通过各大媒
体及时向社会各界通报专项活
动的开展情况。目前，在汝州形
成了惩治失信被执行人、围剿老
赖的高压态势。

本报讯 为使检察机关更好
地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
会各界的监督，使广大群众了解
检察机关的工作职能，12月15
日上午，汝州市检察院举行了以

“加强侦查监督，维护司法公正”
为主题的“检察开放日”活动。
汝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汝州
市政协民主法治委员会相关负
责人和汝州市部分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及社会各界代表受邀参
加了活动。

受邀嘉宾分别参观了汝州
市检察院检察工作宣传展板、
控申接待大厅、案管大厅、办案
区等，并观看了最高人民检察
院制作的微电影《即将批捕》和
全省检察机关三级院视频会议
直播。

2016年，汝州市检察院多
措并举，围绕侦查监督“一体两
翼”工作格局，充分发挥职能作
用，积极延伸监督触角，创新工
作机制，狠抓办案质量，侦查活

动监督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截至目前，共受理审查逮捕案件
327件406人，经审查批准逮捕
241件292人，不批准逮捕78件
101人。在不捕的案件中，不构
成犯罪不批准逮捕4件8人；无
社会危险性不捕39件46人；事
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捕24件32
人，其他不捕11件15人。

据汝州市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刘新义介绍，该院在侦查
监督工作中以法律效果、社会效
果和政治效果相统一为目标，坚
持数量与质量并重，强化监督实
效。对于每一起立案监督案件，
实行全程跟踪监督。在监督中
实行“谁主办、谁监督、谁跟踪”
的措施，确保监督案件质量。对
侦查活动中的严重违法行为坚
决提出书面纠正意见，并报纠正
结果；对一般的违法行为口头提
出纠正，对带有普遍性的违法行
为通过座谈或联席会议形式提
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16

年对办案过程中公安机关应当
立案而未立案的12件案件，发
出《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公
安机关均书面回复并予以立案，
监督立案率达100%。监督撤
案 7件，监督撤案率达 100%。
书面纠正侦查活动违法10起，
发出检察建议两次，被监督机关
和部门全部采纳纠正。

刘新义在当天的发言中说：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会进
一步加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及新闻媒体等社会各界的联系，
主动接受监督，积极回应关切，
顺应人民群众期待，进一步拓展
侦查监督的深度和广度，推动侦
查监督工作创新发展，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
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情权、参与
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紧紧依靠
群众，不断加强和改进检察工
作，为建设生态汝州、智慧汝州、
健康汝州、文明汝州、幸福汝州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加强侦查监督，维护司法公正
汝州市检察院举办“检察开放日”活动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吴迎利

汝州法院召开“百日执行风暴”总结新闻发布会

汝州法院“百日执行风暴”新闻发布会透露

结案1155件，执行1.86亿元

汝州法院执二庭当日接案当日执结

高效结案感动四川父子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王新伟 刘雪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杨松播 摄影

汝州工商局联合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查扣非法销售卫星地面
接收设施80余套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韩学军 李冰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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