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新平

“受伤”的扣押车

最近，潢川县踅子镇的张义春心里很
郁闷，自己的一辆小轿车，因为一场官司，
被潢川县法院扣押。但在原告撤诉后近一
年的时间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法院对扣
押的车辆却一直不解封。百思不得其解的
张义春无奈向本报求助。

接到张义春的投诉后，记者于 5月 24
日赶到潢川县，调查了解情况。

张义春告诉记者，这些年来，他一直与
人合伙做生意，虽然没有赚大钱，但生活还
过得去。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2014年 8
月15日，一直合作得不错的生意伙伴，因为
一笔货款，将他告上了法庭。

“在立案的当天，法院就派人将我停在
镇司法所门前的车给拖走了。当时我爱人
生病住院，我在医院照顾爱人，根本不知道
这件事。”张义春告诉记者，8月18日那天，
他要回去给爱人拿换洗衣服，到镇司法所
门前开车时，发现车不在了。

当时，张义春以为是车辆失窃了，就赶
到镇派出所报案。派出所的同志在得知是
报车辆失窃案时，告诉他：“你的车在几天
前就被法院扣押拖走了，还报什么案？”这
时张义春才知道，自己的车被法院扣押并
被拖走了。“既不通知车主本人，也没有任
何手续，这车说拖走就拖走了？”张义春满
腹狐疑。

令张义春担心的是，车里还有他承包
的一个工程的图纸、其他经济来往的票据
和一些账单、欠条等重要物品，如果这些东
西丢失了，对他而言将是十分严重的损失。

第二天，也就是 2014年 8月 19日，张
义春匆匆赶到潢川县法院，追问汽车的下
落。法院办案人员告诉他，因为他的生意
伙伴起诉了他，并申请法院对张义春牌号
为豫S3A553的小车采取了保全措施，所以
法院将他的车扣押了。随后，办案人员给
了他一纸编号为（2014）潢民保字第 1074
号的《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的落款是
2014年8月15日。

张义春说，自己的车因为官司被法院
扣押，他没有话说，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的是，近一年后的 2015年 7月 11日，他在

街上无意中看见自己的车竟然被控告他的
人驾驶着。

7月 15日，正在外办事的张义春接到
保险公司的电话，说他的车被撞了。这令
张义春很心疼，自己的车才买了不到两年，
还算是新车，就这么被撞了？行车证在自
己手里，车钥匙也在自己手里，他人怎么能
够开走自己的车，并将车给撞了呢？

第二天，张义春赶到县法院，向法院主
要领导同志询问，自己的车被法院扣押，怎
么会被撞？法院主要领导指派一位李姓法
官与其一起去查看，张义春才知道自己的
车停在县税务局家属院。看见自己的车，
张义春发现车的后保险杠右上方，靠近汽
车牌号的地方凹进去一个坑。

他决心讨要一个说法，于是他通过朋
友四处打听，了解到，在自己的车被扣押的
当天，另一方当事人就试图在踅子镇配车
钥匙，但由于镇里没有 4S 店，无法配钥
匙。于是，另一方当事人就拿着法院扣押
车辆的裁定书，在县城的 4S店，配了这辆
车的钥匙。

经过近10个月的审理，这起案件的原
告 提 出 撤 诉 ，潢 川 县 法 院 据 此 下 达 了
（2014）潢民初字第 01074 号《民事裁定
书》，准许原告撤诉。

按理说，这个案子到此也就算了结了，
法院应将被扣押的车辆解封，返还给张义
春。但不知是何原因，这辆车却迟迟没有

解封，更谈不上返还了，至今，这辆车还停
在县城金湖小区里，张义春说。

记者调查吃闭门羹

在原告撤诉后，这辆车一直没有解除
扣押，并且，在被扣押期间，车辆被撞了，事
实如果如张义春所言，法院方面会有什么
样的解释呢？

带着种种疑问，记者通过潢川县委宣
传部有关人员跟潢川县法院政治处联系，
希望能够采访法院有关人员。

宣传部有关同志在向法院政治处负责
同志电话联系后，告诉记者，他在开会，等
会议结束后再说。

在等不到消息的情况下，记者拨通了
法院政治处负责同志的电话，但振铃响过
许久，没有人接听电话。于是，记者给这位
政治处的负责人发了条短信：“主任你好，
我是河南日报群工部记者，今天来准备了
解一下张义春案的情况，刚才宣传部的同
志给你打电话说了，不知你什么时间有
空？”稍倾，记者又发了一条短信：“如果您
实在忙，抽不出时间，可否安排或介绍法院
其他同志向我介绍一下相关情况？谢谢
您。”短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
应。

在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下，记者又拨通
了潢川县法院主要领导同志的电话。虽然

电话没有接听，但这位领导同志给记者回
复短信说，“正在开会”。

记者通过短信向该领导汇报了要采
访的内容，这位领导同志回短信说，“具体
已安排（法院政治处）主任与（宣传部）主
任联系。”等了一下午，没有任何人与记者
联系。

第二天早晨8时许，记者再次给法院政
治处负责同志打电话，无人接听的情况下，
又发短信沟通，结果没有任何回应。再次
短信法院主要领导同志，也没有收到回应。

在多次联系没有回应的情况下，记者
只好登门采访。

上午9时左右，记者赶到潢川县法院大
门口，门卫拦住了记者。告知记者，政治处
刘主任和法院院长都不在，有一位副院长
在大门值班室值班。

于是，记者便在法院大门口的值班室
内见到了正在值班的副院长。

在知道了记者的采访意图后，这位副
院长告诉记者，根据规定，接待记者采访，
是政治处的事。随后，这位副院长给政治
处主任办公室打电话，许久无人接听。这
位副院长又给宣传科打电话，仍无人接听。

最后，这位副院长告诉记者，他们都下
乡去了，请记者改天再来。

经过几番周折，记者的采访要求最终
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回应，只得返程。直
到发稿时，记者仍未收到任何回复。6

相关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
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

第八条 查封、扣押动产的，人民法院
可以直接控制该项财产。人民法院将查
封、扣押的动产交付其他人控制的，应当在
该动产上加贴封条或者采取其他足以公示
查封、扣押的适当方式。

第十二条 查封、扣押的财产不宜由人
民法院保管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被执行
人负责保管；不宜由被执行人保管的，可以
委托第三人或者申请执行人保管。

由人民法院指定被执行人保管的财
产，如果继续使用对该财产的价值无重大
影响，可以允许被执行人继续使用；由人民
法院保管或者委托第三人、申请执行人保
管的，保管人不得使用。

随着种子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一些地方的种子经销商
为了销售种子想尽了办法。他们甚至利用村干部在当地人
际关系广、影响力大的有利条件，拉拢村干部当种子掮客帮
助其销售种子。一些地方的村干部经不起利益的诱惑，不
顾自己身份，甚至耽误正常工作而充当了种子推销员。有
的村干部竟然不顾影响，在村里大喇叭里公开做种子广告
宣传，还有的村干部竟无证在自己家里开种子分店，并在销
售种子时不开具发票。

村干部充当种子掮客，在社会上产生了多方面的负面
影响。一是造成干部工作不尽职。为了得到提成和好处
费，很多村干部就把精力都用到了销售种子上，分内工作干
得马马虎虎。二是给种子市场监管带来难度。按照有关规
定，种子必须在种子市场经营。村干部一插手，市场就更难
以管理了，一些假冒伪劣种子趁机流向农村而带来隐患。
三是村干部代销种子引发社会矛盾。一旦种子出了问题，
给群众造成经济损失，群众肯定要找销售种子的村干部讨
说法，而村干部和种子经销商互相推脱责任，由此引发维权
纠纷和诸多的社会矛盾，影响农村稳定也损害了村干部的
形象。6 （乔连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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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警察”是
行政执法的有益补充被扣押的车何时能解封

直击现场

连线基层

村干部莫当种子掮客

千亩桃园遭灾 凸显保险缺失

□刘剑飞

广东省中山市环保局日前对外公布了 2016年“环保法

治年”工作实施方案（下简称“方案”），拟从提升环境监管、

强化环境风险隐患排查等六方面来推进我市生态文明建

设，其中明确提出该市将于今年新设“环保警察”以打击污

染环境犯罪。

为何要设立“环保警察”？环保部门相关负责人的解释

是，为了解决环保执法力度薄弱的问题，有利于侦办环境污

染犯罪案件。也就是说，设立环境警察不仅能增加环保治

理的震慑力，也是对环保部门职权空白的有效弥补，可以实

现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无缝对接，可以说，设立环保

警察符合现实需要，也是精准执法的体现。

长期以来，环保问题都是由环保部门负责，环保部门属

于行政机构，只有调查权，却没有执法权，这就导致在对一

些污染企业处理时，只能停留在行政处理的层面上，不能对

污染企业采取强制措施，这样的处罚令法律威严大打折扣，

不能起到震慑和警示作用。环保部门在一些企业眼中俨然

成了唬人的“纸老虎”，导致一些企业肆无忌惮，对环保不重

视，污染横行，还有一些企业正是抓住环保部门没有强制权

的“弱点”，不仅大肆排污，还销毁证据，甚至存在阻碍对抗

处理的行为，这些行为不仅给环保治理带来很大难度，也严

重伤害着政府和法律的公信力，如今，环保警察的设立，无

疑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有了环保警察，发现污染

问题，就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对环境违法行为展开调查，快速

出具监测数据、快速移送案件。对于重大环境污染等紧急

情况或涉嫌环境污染犯罪责任人员有逃匿、销毁证据可能

的，公安部门可提前介入案件，与环保部门共同收集、固定

证据，提前控制犯罪嫌疑人，使环保执法更为迅速高效。而

对一些屡教不改的违法者，环保警察完全可以采用适当强

制手段，在提高环保执法力度、减少执法阻力等方面实现实

质性突破。这不仅增加了环保执法的震慑力，也有效维护

了环境安全。

其实，环保警察并非一个新鲜事物，俄罗斯、德国、法国

等一些国家和地区，设立环保警察早已司空见惯，成为维护

环境安全，补充环保执法的成熟做法。如俄罗斯的生态警

察，其职责之一就是预防生态犯罪和行政违法。国内一些

地方也早有尝试，近年来我国先后有 15个省市设立了专司

环保执法的环保警察，环保警察在治理和保护环境，打击环

境污染和犯罪方面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山市此次

设立环保警察，不仅是环保执法的有益探索，也是精准执法

的有效体现。5

6 月 4 日晚 6 时许，一场突如其来
的狂风暴雨夹杂着核桃大小的冰雹袭
击了辉县市赵固、上八里、洪州等多个
乡镇。5 日下午，笔者在上八里镇杨
和寺村的千亩桃园里看到，桃园内尚
未完全成熟的桃子几乎全部被冰雹砸
落在地，被大风冰雹折断的树枝散落
满地，果农损失惨重。据当地农民介
绍，冰雹灾害不仅导致了今年果树的
减产，还损伤了桃树枝干，明年收成也
将受到影响。

同时，笔者在调查中也发现，受灾的

果农大多数都没有参保农业保险，面对
突发的天灾只能束手无策。

据省农业厅一位专家介绍，我省当
前农业保险尤其是水果等特色农产品保
险险种缺失，农民参保度不高，造成了农
民在受灾后无法得到有效补偿。专家分
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保
险公司由于评估困难等原因，不愿开设
此类险种；二是，农民参保意识不强，投
保不积极。建议有关部门积极采取措
施，减少农业灾害损失。6

（王增余 崔红玉 摄）

停在金湖小区内被扣押的车辆。

面对受灾的桃园，果农欲哭无泪。 被冰雹打落的桃子遍地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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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河县检察院去年以来
探索建立律师介入涉检信访
案件，合力化解社会矛盾，收
到较好的社会效果。去年 3
月，该院对一些典型信访案件
进行归纳梳理、分析研判发
现，信访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是群众对法律知识掌握片面，
对司法机关缺乏信任，从而长
期上访告状。基于此，该院主
动与县司法局、律师协会协
商，探索建立律师介入信访案
件办理工作机制，当事人可根
据案件需要选择律师介入信
访案件。制定出台了《关于律
师作为第三方介入信访案件
的实施办法》，规定对不服检
察机关不批捕、不起诉处理决
定等七类信访案件，可由检察
机关依职权或信访人申请启

动律师介入程序。对信访人
缠访、闹访、重复访等五类重
大敏感信访案件，检察机关主
动介入,邀请律师作为第三方
人员参加公开听证和公开答
复。与此同时，建立疑难复杂
案件评析机制。对重大疑难
复杂案件，检察机关通过律师
协会委托有关律师事务所进
行集体评析，提出评析意见
后，再行实施。去年以来，律
师介入办理的26件涉法涉诉
信访案件中，有 18件引导进
入诉讼程序，8件实现息诉罢
访。根据律师建议，先后对15
名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发放
救助款 12万元，并积极协调
有关部门，帮助6名困难当事
人申请了低保或子女入学等
生产生活帮助。 （牛凌云）

新乡卫滨区城市管理局把《廉政准则》作为开
展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抓手，重点把握三个注重，
全力构建反腐倡廉长效机制。一是注重学习。将
学习和具体工作紧密结合，充分发挥党员、领导的
表率与带头作用，使每名干部时刻紧绷廉政这根

弦。二是注重自律。主动对照《廉政准则》的各项
要求，逐项查找自身存在的不足与差距。三是注
重创新。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各个环节，进一步梳
理各科室职权目录与工作流程，不断提高预防腐
败工作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 （闫岩）

近日，济源供电公司组织人员深入邵原镇南
沟村开展入户走访，旨在问诊服务短板，优化管控
措施，提高窗口服务效能。该公司以客户满意为
导向，采取定点核查、突击检查和随机抽查相结
合，对供电服务窗口精心把脉、细致问诊，针对发

现的问题组织相关人员分析原因、制定对策。模
拟不同类别客户举办模拟报装、报修演练，查漏补
缺，改进薄弱环节。积极开展入户调查，从服务态
度、办电效能、抢修效率等方面征求意见、优化管
理，着力提高服务品质。 （张娇莉）

汛期来临，为确保尾矿库安全度汛，洛阳嵩县
采取三项措施为尾矿库安全度汛奠定良好基础：
一是继续实行领导包库制。所有尾矿库分包到县
四大班子、县直单位、所属乡镇领导和住库员，做
到一个尾矿库四人包，责任到人。二是聘请安全

管理、地质、土建、尾矿库等专家，组成专家组，对
嵩县55座尾矿库进行会诊。共查出问题196条，
分别下达整改指令限期治理。三是于6月上旬举
办住库员培训班，使住库员熟练掌握尾矿库监管
知识和技能。 （恩平）

为加强党员党性修养，引导党员自觉学习党章，增强守纪律、讲
规矩的政治意识和规矩意识，卫辉市检察院全院从5月16日开始开
展为期95天的手抄党章活动，以手抄党章的形式向七一献礼。

为确保此次专题活动切实取得实效，该院要求全体党员至少每
周抄写1000余字。在读党章、学党章、抄党章的同时，让全体党员重
温中国文字的书写之美，重拾散落在键盘里的文字。此次手抄党章
活动受到广大党员热烈欢迎，大家纷纷将自己抄写的内容用手机拍
照，发布到微信群进行展示交流，畅谈抄写感想。有的党员说“边抄
边思考，想想眼下社会种种的问题，我们，特别是党员，还要坚持一种
自信，就是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有的说“在纸上
多写几遍，是为了牢记在心中”；有的说“简单的抄写使我重温起学生
时代，抄写简单直接，但却最有效，生活中最简单的往往是最有效
的”。该院在推动此项工作时要求，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
须遵循的总规矩，用党章严格要求党员干部，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
员。每一位党员通过纸笔书写党章，更加尊崇党章、遵守党章、维护
党章，更加坚定争做合格党员的理想信念，做到对党绝对忠诚，从而
进一步提高大家工作的能力。 （董水华 周红伟）

卫辉检察院加强党员党性修养

嵩县确保尾矿库安全度汛

卫滨区构建反腐倡廉长效机制

济源供电公司积极提高服务效能 合力化解社会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