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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观察

执行一线

□本报记者 李凤虎

入夏以来，每到夜晚，郑东新区
CBD商务内环飙车时有发生，出现经过
改装的大功率摩托车、机动车追逐竞驰
的行为，严重扰乱了道路交通秩序。

据郑州市交警部门统计，去年以
来，郑州市因飙车已致3人死亡、65人
受伤，事故达189起。警方多次组织力
量进行查处，由于存在拦截、取证等执
法困难，查处效果不明显。近日，记者
对郑东新区飙车现象进行了走访调查。

飙车现象屡禁不止

5月 16日22时，郑东新区CBD如
意湖畔微风习习，在路灯的映衬下，显
得格外静美。

突然，耳边传来了一阵轰鸣声，由
远及近，声音越来越大。就在记者转
身的一瞬间，一辆摩托车像风一样在
商务内环道路上驶过，瞬间消失在记
者视线中，行驶的车辆纷纷避让。商
务内环金水立交桥下，记者看到一辆
宝马跑车和一辆法拉利跑车呼啸而
过，前后相互追逐。

记者在商务内环如意湖桥头看
到，路边停放着 5辆宝马、奥迪、保时
捷、法拉利等豪车，几名年轻人站在车

外抽烟、聊天。
居住在商务内环的市民张先生告诉

记者，每天晚上都有飙车，不仅噪音大，
扰乱居民正常生活环境，还严重超速，把
道路当成赛车场，危害了公共安全，政府
应该硬起手腕，对飙车一族给予严惩。

郑州市交警六大队民警崔站立
说，近年来，一些青年人沉迷于速度和激
情，为了获取感官上的刺激和快乐，飙车
运动逐渐成为他们的“新宠”。由于郑东
新区道路条件好，尤其是夜间车辆、行人
稀少，这就为飙车提供了“便利”条件。
每年一进入夏天，飙车现象就会集中出
现，每天报警 20多起，最多一天 50多
起，更有一些飙车者直接拨打110挑衅
民警“我在飙车，来追我呀！”

取证难处罚力度轻

据郑州市交警部门调查显示，“飙车
一族”成员大致分为两种：年龄为14至
18周岁的青少年，大部分是一些在校学
生或辍学人员，他们一般驾驶改装的电
动车或燃油两轮摩托车,价格在十几万
元到90万元不等，时速均在100公里以
上；年龄为20至30周岁的青年，大部分
为“富二代”，他们驾驶改装的轿车或高
端专业跑车,时速均在130公里以上。

“‘飙车一族’一般于晚上9点开始

出现，夜晚11点左右达到高峰。”崔站
立说，由于速度过快，在驾驶中极易发
生重大交通事故。此外，由于车辆经
过改装，行驶中均会发出巨大噪声，严
重影响居民的休息。

“对飙车行为，警方存在查获难、取
证难、处理难的问题。”崔站立表示，夜
晚飙车的车辆由于车速极快，民警一旦
开车阻拦，将会给自身及对方带来巨大
危险。为了逃避处理和打击，很多参与
飙车的车辆不上牌照或者摘下车牌，民
警在执法中很难取得有效证据。

此外，由于当事人大部分年龄不满
18周岁或是在校学生，只能对其进行
200至500元的罚款，教育批评后放行。
对年满18周岁的，除罚款外，仅可以处5
日拘留，由于处罚力度较轻，对当事人影
响不大，致使飙车行为屡禁不绝。

打击和引导双管齐下

郑州市交警支队有关负责人表
示，查处飙车行为首先要从源头上加
强管理，“飙车一族”的车辆大多通过
一些专业的修理厂进行改装，工商、
质检等部门应加大非法改装市场的
整顿和监管力度，坚决取缔一切违规
改装车辆的行为。

“关于取证难的问题，有关部门应

该加大电子监控设备的密度和科学布
局，在飙车容易发生区域安装分辨率
高的电子监控设备和抓拍设备，为警
方处理提供有效的证据，使飙车车辆
不敢肆无忌惮地闯红灯。”这位负责人
说，在“飙车一族”经常活动的区域上，
应设置振荡标线、减速带等减速设施，
不给他们在公共道路上“撒野”的机
会。同时，相关法律法规也亟待完善，
加大对飙车的刑事处罚力度。

为了遏制飙车多发势头，郑州警方
抽调交警、派出所、经侦、刑侦等部门警
力，采取多警种联动的方式集中力量打
击飙车行为，对发现有飙车炫技苗头摩
托车和违法改装、非法上路的汽车一律
暂扣，构成犯罪的一律追究刑事责任。
对郑东新区等飙车高发区，警方专门成
立整治小分队，必要时采取死看硬守的
办法打击飙车。同时，严禁各成品油经
营企业向非法从事经营、储存、运输的
单位和个人销售汽油，以有效遏制违法
改装摩托车、汽车的生存空间。

此外，警方建议，对青少年飙车应
加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政府相关
部门应该科学引导和规范“飙车一
族”，比如建立专门的赛车场、训练场，
让他们在指定的地点活动并定期组织
一些有规模的比赛，使其成为一种有
益的竞技运动。⑤10

□本报记者 周青莎

朱永杰是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
的一名执行法官。别看他只有36岁，
但已是执行战线的一名老兵了。从参
加工作起，他就把青春献给了执行一
线：13年，执结700余起案件。老百姓
痛恨“法律白条”，解决执行难确非
易事。怎样在法定期限内尽快结案？
朱永杰摸索出自己的一套“办案经”。

用真诚化解棘手案件

执行工作不仅需要到处走访、调
查、查控，遇到分歧大的案件还要对双
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4月 17日，朱永杰就接到了这样
一个案子。

甄某和贾某从2008年开始打离婚
官司，从山阳区法院到市中级人民法
院，诉讼请求从离婚扩展至子女抚养权
纠纷、抚养费纠纷、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等，两人的案件加起来有4起。在夫妻
共同财产的分割上两人分歧很大，寸步
不让，长期进行着拉锯式诉讼。

今年2月初，甄某和贾某的一系列

案子终于开始进入执行程序。这个公
认的棘手案分到了朱永杰这儿，虽然
知道难度大，但他还是希望能通过调
解让案件得到妥善解决。

“白天太忙，我就和双方约定晚上
来调解。”朱永杰说。调解当晚8点开
始，朱永杰苦口婆心进行劝解，从子女
的角度疏导两人对立的情绪，一直调
解到深夜 2点。5个多小时里朱永杰
始终耐心地做工作，处处为两人和孩
子的利益着想。一直强硬的当事人终
于被感动，各退一步，当场签订了执行
和解协议。甄某说：“法官为了我们的
事都做到这份儿上了，还有啥可争哩。”

在朱永杰接手的执行案件中，这
样的例子可不少，很多当事人都被他
忘我的工作精神感化，有的主动交了
执行款，有的自愿达成和解。

用敬业炼就火眼金睛

执行案件中找人是一大难题，涉
及被执行人的所有有价值信息，在执
行干警眼里都是宝贵资源。朱永杰总
是随身带着一个本子，上面密密麻麻
记着一些被执行人姓名、被执行车辆

的车牌号等，没事儿就翻出来看，时间
久了，这些琐碎枯燥的信息都印在了
他的脑海里。

2009年，焦作市民徐某在一家修
理厂打工时不慎烧伤，法院判令工厂
老板王某赔偿徐某30余万元。可是，
刚一事发王某就将工厂转让，并把自
己的汽车也藏了起来。

“我们找了多次都不见人影，账户
上也没钱。”朱永杰说。

就在当事人陷入绝望之时，案件
却出现了转机。2014年的一天，朱永
杰外出办案路过一个偏僻的街道，一
辆汽车引起了他的注意。

“车牌号很熟悉，于是连忙把本子
找出来核对，正是王某的车。”朱永杰
回忆说。脑子里时刻装着案件，正是
这份敬业让朱永杰炼就了火眼金睛。
本来心存侥幸的王某只好交了执行
款，他惊讶地说：“我躲这么远都被发
现，真是服了。”

用创新解决工作难题

虽然目前执行查控系统已经与多
家银行、工商部门和支付宝等联网，但

是还有一些渠道被“老赖”们钻了空
子，比如：住房公积金、保险金、证券、
期货、微信零钱等，这给财产查控工作
带来很多不便，也考量着执行干警工
作方法上的创新能力。

2013年，丁某组建了一支装修队，
工程完工后他突然“跑路”，欠下工人3
万余元工资，山阳区法院判决支付工
人工资3万余元。由于丁某一直藏匿，
案件陷入僵局，但是朱永杰一直没有
放弃希望。

今年 5月 13日深夜，在公安机关
的配合下，发现丁某在某宾馆开房，朱
永杰立即赶到现场。经过搜查发现，
丁某身上只有少许零钱，原来他是用
微信支付的房费。朱永杰仅仅抓住这
一重要线索开展调查，发现今年以来丁
某手机上有30多条微信和支付宝消费、
转账记录，共计十多万元。在证据面前，
一直狡辩没钱的丁某傻了眼，他的行为
已涉嫌拒执罪，在法律的震慑下，他通过
微信转账还清了拖欠的工资。

“现在的执行真是斗智斗勇，作为
一名执行老兵，面对新形势新问题，任
何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说起自己的
工作，朱永杰感慨道。⑤2

□本报记者 孙欣

5 月 16 日,晚 7点,虽然已过了
下班时间，省检察院公诉一处的检察
官杜菲仍然坐在办公桌前认真地翻
阅卷宗，不时敲打键盘书写报告。杜
菲深知，繁杂的证据散落在数百页卷
宗中的字里行间，稍有闪失就可能遗
漏重要证据。10年的从检生涯中，
她早已练就了一番静下心、坐得住、
看得细的功夫。

纤柔的外表，大大的眼睛，这位亲
切得如同邻家女孩的80后检察官，已
主办了30余起部厅级职务犯罪案件，
获得了“全国优秀公诉人”“全省十佳
公诉人”“个人三等功”等多项荣誉。

“国家公诉人不是一个简单的称号，
而是老百姓心中正义天平的象征，我要
用法律去审视每一个案件的法律归属，
审慎办好每一案。”杜菲告诉记者。

2015年 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
将一起部级干部职务犯罪案件指定河
南检察院审查起诉，在处理该起案件
之初，领导第一时间便想到了杜菲。

“案件案卷有226本，涉及6个罪
名、66起犯罪事实，犯罪数额特别巨
大、社会影响特别恶劣。如何将犯罪
嫌疑人准确、及时地送上审判台，是
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说实在话，
当时的压力特别大。”杜菲说。

接到参加专案的任务后，杜菲与专
案组成员迅速入驻办案点，对卷宗材
料进行审查。在封闭办案的日子里，杜

菲不分昼夜地工作，时常半夜惊醒，猛
然想起某个证据是否还需要补充。

案件退回补充侦查期间，为提高
补查质量，杜菲被派外地与侦查人员
一起工作。经过杜菲和专案组成员
介入引导补充侦查，最终补查卷宗
43册，有效补强和完善了全案的证
据体系。50余次研究汇报、271页的
审结报告、40期案件专报，最终凝聚
为 120页的出庭预案。案件办理质
量和效果得到了最高检的高度认可。

“现在杜菲是我们院公诉部门的
绝对主力，特别是新型犯罪类案件，
交给杜菲来处理，大家都放心。”省检
察院公诉一处处长李扬介绍说，这是
因为杜菲学习能力强，能沉下心来研
究新型犯罪案件。

今年2月19日，第六届全国优秀
公诉人业务竞赛在北京举行。“赛前，
我和队友们一起经历了四个月的魔
鬼式封闭训练，虽然很苦很累，但我
们非常渴望能够在这样的舞台上和
全国的公诉精英们一决高下。”杜菲
回忆说，在封闭学习期间，她通读过
的书本，叠堆起来足足几米高。

最终，杜菲从参赛的101名公诉
人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全国优秀公
诉人”称号。

“神枪手是靠子弹喂出来，优秀
公诉人是靠办案实践磨炼出来的。”
谈到未来，杜菲表示，将一步一个脚
印，在心爱的公诉岗位上踏踏实实地
走下去。⑤6

□本报记者 卢松
本报通讯员 宋小魏 张恩意

一项制度的推行，让博爱县许多
农民感受到了身边的变化，乡村社会
治理的一些困境也得到逐步破解。5
月中旬记者深入该县采访，触摸基层
民主化管理带来的乡村新活力。

从庞杂纷乱到简洁实用

博爱县纪委前两年发现，基层群
众反映农村干部违纪违法、侵害群众
利益的问题较为突出，占县纪委信访
总量的60%以上。

“村干部手中虽是小微权力，但
不容忽视。要用法治方式和制度手
段管好，扎紧篱笆墙，在源头下功
夫。”5月15日，博爱县委副书记张红
卫对记者表示。

与此同时，一些乡镇干部称，部
分新上任的村干部缺乏必要的村务
政务管理知识，农民群众对这些更是
搞不清楚，往往是村干部关起门来拍
板，人治色彩浓厚。

为破解这些难题，博爱县精准发
力，2016年制定出台了《村级事务规
范化管理操作规程》，包含村级重大
决策、集体资产资源处置、村级财务
管理、阳光村务、村民救助救灾款申
请、便民服务等六大事项共计23条。

“操作规程化繁为简、一目了然，村
干部有了办事指南，群众也容易掌握，是
乡村管理中的一项创新。”在乡镇工作25
年的博爱县孝敬镇纪委书记杨勇说。

为确保操作规程落实到位，博爱
县设立专项监督举报电话，并常设两
个督导组，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整改。

从好事难办到透明和谐

近年来，博爱县委、县政府高度
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基础设施投
入不断增加。但部分村子存在操作
程序不规范不透明现象。

“过去争取不到项目群众说我没

本事，争取到项目后也落不到好名
声。现在一切按操作规程办，群众放
心干部省心。”孝敬镇西王贺村村支
书刘世成对此深有感触。

2016年多项帮扶政策惠及西王
贺村，累计投入74万元，实施了安全
饮水工程等多个项目。

西王贺村项目的立项、实施，均
严格按照程序进行。由村两委在广
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提议，党员
大会审议，再由村民代表大会决议，
并将决议情况当场公布。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该村没有发
生一起信访问题。

“按规程办事，村干部多了道‘护身
符’。”刘世成说。

从风平浪静到共享发展

村级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群
众的切身利益，稳定与发展息息相关。

2016年孝敬镇齐村被定为博爱
县首批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试点
村。当年该村成立了现代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计划将村中土地流转、统
一经营，改变粗放低效的小农模式。

齐村是传统农业乡村，村民大都
不舍得将土地流转。部分群众心存疑
虑：村干部是不是巧立名目中饱私囊？

农业公司的建设一时陷入困境。
“村里一方面做好对群众的宣

传，另一方面严格按照‘23条’开展工
作。”村支书许不浪说。

村里多次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党员
大会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研究具体办
法。最终形成决议：497亩土地流转10
年，每亩每年800元，涉及农户150户。

同时，流转土地亩数、涉及农户、
补偿金额等及时在村内公示，整个流
转土地过程民主公开透明。

一场影响深远的“齐村改革”进
行得风平浪静，承载齐村新希望的农
业公司终于起步。

行走于博爱县的乡村田野，“23条”
带来的变化令人欣喜，新的基层治理生
态正在培育，新的动能正在被激活。⑤2

街头飙车为何屡禁不止

执行老兵的“办案经”

杜菲：审慎办好每一案

“23条”引发乡村变革

5月13日，中牟县检察院驻汽车产业集聚区检察服务室的检察官为农民
工讲解法律知识。检察服务室成立两年多来，共为2000多名农民工追回拖
欠工资2490多万元，有效地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王富晓 摄

目前，全省首批员额法官的入额工作已基本完成，我省三级法院共有6801名法官
入额，对原来是助审员的入额法官，各地正陆续提请各级人大任命为审判员。近日，已
完成入额工作的法院相继举行入额法官宣誓仪式。

▲5月 16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154名首批入额法官面向国旗许下庄严承
诺。 付加才 摄

◀5月17日，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98名首批入额法官宣读誓词。赵晖 王彬 摄

誓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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