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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两级法院：

集中发放执行案款1.2亿元
□大河报·豫视频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于游 张帅 文图

本报讯 为深化“我为群众
办实事”活动，扩大执行案款集中
清理发放成效，进一步提升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按照最高法院和
省法院安排部署，11月 18日上
午，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及辖
区基层法院举行执行案款集中发
放日活动。

省人大代表曹平、李敏、黄
伟，省政协委员王海周、市政协委
员朱青霞等到活动现场见证。

此次活动发放的执行案款涉

及借款合同、劳动争议、交通事故
等涉民生、涉企业案件，采取“线上
发放+线下发放”相结合的方式，
共计发放案款1.2亿元，领取案款
当事人92人，所有发放案款均为
法定期限30日内的执行案款。

驻马店市农村商业银行法律
合规部总经理孟云接到执行案款
时高兴地说：“法院执行局干警办
案迅速，规范高效，维护了我们的
权益，彰显了法律威严！”

活动中，驻马店市中级人民

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李蔚
涛通报了两级法院执行工作和执
行案款管理工作情况。今年以来，
驻马店市两级法院坚决贯彻落实
最高法院、省法院安排部署，坚持
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
抓实抓细执行工作措施落实，着
力推动执行工作高质量运行。1
至10月份，全市两级法院执结各
类 案 件 29366 件 ，结 案 率
76.41%，共执行到位金额53.76
亿元。实际执行到位率24.3%，较
去年同期提高4.01个百分点；法
定期限内结案率98.28%，较去年
同期提高2.49个百分点；执行完
毕率 25.06%，较去年同期提高
1.72 个百分点；结案平均用时
76.05天，较去年同期缩短19.91
天。网拍成交率83.88%，较去年
同期提高49.62个百分点，成交额
3.57 亿元，为当事人节约佣金
1434.57万元。

据悉，驻马店市两级法院将
继续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为载体，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工作理念,聚焦执行工作中群
众反映强烈的“顽瘴痼疾”,坚持
刀刃向内,狠抓集中整治,下大气
力畅通堵点、攻坚难点、解决痛
点，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人群中多看一眼
民警锁定盗窃电动车嫌疑人
□大河报·豫视频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王艳

本报讯 “只因为在人群中
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
容颜……”正阳县公安局永兴派
出所的民警也正是在街上多看了
一眼，就认出了盗窃电动车的嫌
疑人。日前，丢失电动车的失主
霍女士专门来到永兴派出所，给
民警送上了一面上书“神勇机
智 尽显警威”字样的锦旗。

11月5日，寒衣节。这天下
午，霍女士骑着电动车到永兴镇
小陈村唐庄草场旁边地里祭拜去
世的亲人，她将车停放在水泥路
上后忘了拔车钥匙。等她忙完回

来时，发现电动车没了。据霍女
士讲，她的电动车是天蓝色的，右
边脚蹬子掉了一直没修。永兴派
出所民警接警后，迅速展开调查，
因事发地点没有监控，给破案带
来了一定难度，经过民警走访调
查，有群众称看到一个年轻人骑
着电动车走了，但是没有注意骑
车人的长相。

次日上午，永兴派出所民警
任振营和同事完成便衣巡查后，
当他们路过永兴街一家超市门前
时，任振营习惯性地向从超市出
来的人扫了一眼，突然发现有名

年轻男子骑的电动车特别眼熟，
天蓝色，右边缺了一个脚蹬子，任
振营多看了几眼后，他和同事随
即快步上前对其进行盘问，确定
此人就是盗窃电动车嫌疑人，民
警立即控制了该男子。“当时他人
都是蒙的，没想到会遇到我们，我
刚问了几句，他就承认了。”民警
任振营说道。

在永兴派出所里，嫌疑人王
某对偷走霍女士的电动车的事实
供认不讳。目前，王某已被正阳
县公安局行政拘留。

赵洪涛：攻坚克难破大案
□大河报·豫视频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路志勇

驻马店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
刑侦大队中队长赵洪涛攻坚克
难，屡破大案要案。因成绩突出，
先后荣获全省公安机关“清网行
动”先进个人、驻马店市优秀公务
员、驻马店市公安机关追逃先进
个人等荣誉称号；荣立个人三等
功4次、获嘉奖3次。

今年以来，赵洪涛带领战友
先后辗转广东、湖北、福建、海南
等18个省市，行程上万里，先后
侦破各类电信诈骗犯罪案件16
起，打掉各类诈骗团伙8个，为群

众挽回经济损失近千万元。
10月 13日，辖区的景某报

警，称被网上引诱刷单，被骗17
万多元。接到报警后，赵洪涛带
领民警连续工作40多个小时，从
海量信息中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
踪迹，连夜驾车前往安徽宿州，在
当地警方的帮助下，经过3天的
缜密侦查，最终掌握了犯罪团伙
的大概位置信息。赵洪涛立即带
领人员展开撒网式蹲点守候，饿
了啃干方便面，渴了喝矿泉水，功
夫不负有心人，48小时后，外出

买食物的目标嫌疑人终于出现在
蹲守的小区门口，赵洪涛率先冲
过去将犯罪嫌疑人牢牢控制在地
上，并立即顺藤摸瓜，在一出租屋
内将正在实施网上诈骗的12名
同伙全部抓获，成功打掉该电诈
犯罪团伙。

从警17年来，赵洪涛参与侦
破各类刑事案件300余起，打击
处理各类违法犯罪人员 600余
人，为辖区社会治安大局和谐稳
定做出了突出贡献。

开辟绿色通道
救助危重病人
□大河报·豫视频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张凯华

本报讯 前不久，
上蔡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铁骑中队雪中送炭，
在绵延40公里的县乡
公路上展开了一场火
速营救危重病人的爱
心行动。

11月 18日下午 2
时 30 分许，上蔡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值班民
警接到县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指令：该县崇
礼乡小孟村的村民孟
某报警求助，称其儿媳
孙某突发严重疾病，乘
坐一辆车牌为豫B开
头的黑色现代轿车紧
急赶往重阳医院急救，
车辆已行驶至 345 国
道蔡沟镇林堂路段，因
为途经乡镇道路突然
堵车，情况紧急，刻不
容缓，请求公安机关为
其提供护送就医。

警情就是命令。
接到指令后，交警大队
值班民警立即向大队
主要领导汇报，及时通

知铁骑队出警救助，一
场与时间赛跑的救助
行动紧张展开：交警大
队第一时间出动铁骑
队员6名，在确保安全
的情况下，驾驶警用摩
托车沿 345 国道向林
堂方向高速前进，很短
时间就在塔桥镇西头
与病人会合，随即调头
护送病人前往医院。
同时，救援人员通过对
讲机呼叫城区道路岗
楼执勤人员对途经道
路路口进行临时交通
管制，确保道路畅通。

在铁骑交警的共
同努力协助下，最短时
间内全力开辟了一条
应急救助绿色通道，并
以最短的时间护送病
人顺利到达重阳医院，
为抢救工作赢得宝贵
的时间。病人家属孟
某感激地说：“是上蔡
交警，在关键时刻救了
俺儿媳妇的命啊！”

查事实还原真相
为店员解除难题
□大河报·豫视频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张凯华

本报讯 11月 18
日上午9时许，上蔡县
城某大型超市的收款
服务台前爆发了激烈
的争吵：一顾客声称超
市的员工无故冻结了
他存有2000元现金的
消费卡，而超市店员说
这名顾客根本就没有
充值。

上蔡县公安局重
阳派出所值班民警马
俊等人出警后，把超市
员工和顾客分开，单独
了解情况。

超市员工介绍，这
名自称来自外地的顾
客9月8日确实来办了
充值卡，但扫码之后并
未输入密码，而是从支
付页面返回了，最终没
有支付，但工作人员当
时误认为这名顾客已
经支付了 2000元，并
把价值2000元的充值
卡交付给了这位顾客。
当日盘点发现这一情
况后，将其充值卡予以
冻结。

这名顾客说，他那
天来这里出差，顺便来

到这家大型超市购买
了一张储值卡，当时扫
码后支付 2000元，如
果没给钱，超市的员工
为啥给充值卡？给了充
值卡为啥又把卡给冻
结了？

听完超市员工和
顾客的陈述，看罢监
控，马俊明白了事情的
经过。该超市的高清监
控显示，当天这名顾客
在办理充值卡时扫描
了当事员工出示的收
款码，正在输入金额
时，当事员工就把充值
卡递给了这位顾客，顾
客收到充值卡后退出
了支付界面，拿着充值
卡离开了。

马俊拿着超市监
控录像上的截图和这
位顾客对比，又让这位
顾客拿出自己的手机
找支付记录，这位顾客
无语了。弄清真相后，
马俊对这位顾客进行
了严厉批评。当天下
午，该超市当事员工专
程来到重阳派出所送
锦旗致谢。

执行案款集中发放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