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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阳县法院司法调解中心
纠纷调解 注重策略

遂平县检察院注重“四个加强”，打牢党建根基——

围绕业务抓党建 抓好党建促发展

登封市公安局
端掉一传销窝点

西峡县法院圆满执结15万元欠款案

以物抵债 灵活执行

购房返租遭违约
查封房产促履约

一怒之下毒死羊 堂兄弟对簿公堂
“啃老男”索钱未果
烧自家房被判刑

一名习惯于向父母伸手要钱花的

成年男子，酒后索要未果，竟殴打母亲

并点燃父母卧室，引发火灾。日前，西

峡县检察院以放火罪对周某依法提起

公诉，该县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

时年22岁的周某系西峡县五里

桥镇黄狮村人，自小受到父母溺爱，长

大后好逸恶劳。今年3月24日下午，

周某酗酒后向母亲吴某索要300元零

花钱，因家里没钱，吴某没法满足儿子

的要求。于是，周某掐住吴某的脖子

对其殴打，邻居前来阻止了周某的恶

行。

事后，周某仍心怀不满，进入父

母卧室，将家中存放的酒精浇在被褥

上，将其点燃，引发火灾，待消防队及

时赶到，方将火势控制。次日，周某

因涉嫌放火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

留。后经法医鉴定：案发时周某处于

普通醉酒状态，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

力。3月 29日，经西峡县检察院批

准，周某被该县公安局执行逮捕。

吴某爱子心切，对儿子周某的行

为给予谅解，要求从轻处罚。加之周

某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且尚未造成严重的后果，8月10日，西

峡县人民法院故作出上述判决。

（马志全 张宇 李富豪）

□淅川县法院张长海 陈琛

法治现场

养羊不管理多次放任自由，糟蹋了堂

兄的庄稼，堂兄一怒之下投放毒饵毒死了

五只羊。近日，淅川县法院香花法庭对这

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作出一审终审判

决，被告承担30%的责任，原告自担70%的

责任。

五只羊被毒死 原告诉求赔偿

今年7月，原告王某林向淅川县法院香

花法庭起诉，称2016年9月自己的五只羊

死在被告王某乾已经收割的芝麻地里，地

里还撒了大量的玉米粒。原告报警后，被

告向公安人员承认其在地里撒了有毒的玉

米粒。经村干部称重，五只羊毛重415斤，

按市场价每斤11元计算，被告给原告造成

了4565元的损失。然而被告称有毒的玉

米粒是撒在自己的地里，不认为自己有错，

更不愿意赔偿原告的损失。为此，原告请

求法院依法判决由被告赔偿其4565元财

产损失，并由被告承担该案诉讼费。

11月1日，香花法庭采用简易程序，在

双方住所地淅川县马蹬镇小草屿村巡回开

庭审理了此案，并邀请了六名县乡两级人

大代表旁听案件审理。

被告陈述缘由 投毒原有苦衷

庭审中，案件的前因后果渐渐浮出水

面。原来，原告王某林与被告王某乾不仅

同村同组，而且还是堂兄弟，两家此前并无

矛盾。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答辩称，

原告王某林放羊从不管理，放任自己的羊吃

别人家的庄稼。被告地里的庄稼多次遭到

原告家的羊糟蹋，被告多次向村干部反映，

并找到原告要求原告看管好所养家畜，但原

告置之不理。为防止庄稼被糟蹋，被告曾用

树枝刺条将地围起来，却仍然收效甚微。被

告无奈之下，这才在自己的地里撒下了用

毒药甲胺磷浸泡过的玉米粒，毒死了原告

家的羊。

法院一审终审 原告担责70%

香花法庭经审理认为，公民的合法财

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占

和破坏。该案中，被告王某乾为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采取不当方式损害他人的合

法利益，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告

的羊多次糟蹋毁损被告的庄稼，被告多次

通过村干部要求原告加强家畜管理，而原

告仍听之任之，放任散养，对羊群疏于管

理，是导致羊被毒死的主要原因。根据原、

被告的过错程度及损害发生的原因，法庭

认定被告应对损害结果承担30%的责任，

原告自担70%的责任。关于羊的价格认

定，根据事发时的市场交易价格，酌定羊售

卖的价格为9元/斤，原告的损失为3735

元，故被告王某乾应赔偿的数额为1120

元，遂作出以下判决：“被告王某乾在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某林财产损失

1120元；驳回原告王某林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5元由原告王某林负担；本判

决为终审判决。”

法院一审终审化纠纷，原告承担70%责任，被告承担30%责任

近年来，遂平县检察院在创先争优活

动中，紧紧坚持“围绕业务抓党建，抓好

党建促发展”的总体要求，注重“四个加

强”，打牢党建工作根基，为检察工作开

展提供了坚强的思想和组织保证，带出了

一支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检

察队伍。

加强党组班子建设，发挥核心作用。

新一届党组班子严格执行党组议事规则，

充分发挥一把手的表率作用和党组成员的

带头作用。认真落实党组中心组学习制

度，学习重要会议精神和最新理论成果，提

高班子整体政治敏锐性和政治定力；坚持

党组集中统一领导，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

则办事，确保大事必议。

加强机关党委和支部建设，强化组织

保障。完善组织设置，成立机关党委，由党

组成员兼任机关党委书记，把全院116名

党员干警依托科室分设12个党支部并单

设老干部支部，形成新老干部全覆盖，不落

一人的完备组织体系。坚持季汇报、月例

会制度，机关党委书记每月组织召开支部

书记工作例会，安排部署机关党建工作，明

确任务，责任到人，形成党组书记管党建，

机关党委书记抓党建，支部书记推党建，一

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建立

和完善激励机制，通过物质奖励和精神鼓

励相结合的方式，以增强党员干警荣誉感、

成就感和责任感。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打造过硬队伍。

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等为抓手组织开展迎接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系列主题活动，专题学习

廖俊波、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活动，在机

关各党支部全面开展“坚持标本兼治推进

以案促改”交流讨论活动中严格要求班子

成员以普通党员身份带头剖析自我，开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活动的开展，先后

涌现出了全国模范检察官李宪中、全省优

秀反贪局长崔国亭等先进典型。在先锋

模范影响带动下，该院党员干警政治上有

明显进步，作风上有明显转变，纪律上有

明显增强，综合素质有明显提高。

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发挥思想引领作

用。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大力开展新媒体

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领宣传阵

地，成立以青年党员为主体的新媒体宣传

队伍。充分利用官方网站、微博、微信、新

闻客户端等媒体形式，广泛宣传中央重大

工作部署和决策，积极宣传学习党章党

规、学习系列讲话的新成效，构建立体化、

多形态的新媒体矩阵。健全网络舆情预

警和防控引导机制，提高网络意识形态建

设和管理水平。建立线上线下互动一体

化工作机制，形成网上网下工作合力。引

导干警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意识，教育干警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创新

意识，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

持一致。

（单新丽 霍力）

10月24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
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布大会表决通过
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
议。新党章的每一处修改，都凝结着党
的十八大以来对实践的丰富探索，蕴含
着党的事业发展和建设在新时代的新
要求，是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集中概括。
特别是把全面从严治党、四个意识写入
新党章，明确把坚持从严管党治党作为
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的基本要求之
一，对于我们检察机关来说，有着特殊
而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必须牢
牢把握、自觉践行。

党章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总规矩。
党章规定了党的理想信念宗旨、组织保
障、行为规范和纪律约束，总结吸收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
的成功经验，是共产党人的“指挥棒”，
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根本行为规范。《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三条明确规
定：“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管党
治党的总规矩。”回顾历史，党取得的一
切成绩，都离不开党章的规范和指引。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
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党章高高
举起来。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
机关，更要把党章作为加强检察队伍思
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判断两级院党
组和党员检察人员表现的重要标准，用
党章引领政治方向，使全体检察人员进
一步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
识和看齐意识，切实增强检察事业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

党章处处体现从严治党纪律要
求。55条新党章，条条都是铁规。所有
党规党纪，无一不源自于党章、从属于党
章，是党章要求的延伸和具体化。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以党章为依据和根
本，把纪律和规矩真正立起来。要狠抓
制度执行，不留“暗门”，不开“天窗”，把
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
位，带动党的其他纪律严起来，让铁规发
力、让禁令生威。用纪律和规矩的尺子
衡量每一个检察人员的言行，督促党员
干部守纪律、讲规矩，知敬畏、存戒惧，在
全市两级院形成尊崇党章、遵规守纪的
高度自觉。省检察院蔡宁检察长多次强
调，要加大管党治党、从严治检力度，落
实好两个责任，以管党治党的力度来确
保检察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我们
要始终保持政治定力，以省检察院巡视
为契机，加大从严治检力度，确保我们的

队伍素质过硬、作风硬朗。
要把学习党章、尊崇党章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不断将检察机关全面从
严治党引向深入。在理论学习中增强
党性。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
清醒，理论的成熟是政治坚定的基础。
党的十九大把“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
重大政治原则写入党章，有利于增强全
党党的意识，实现全党思想上统一、政
治上团结、行动上一致，提高党的创造
力、凝聚力、战斗力。全市检察人员尤
其是领导干部要加强对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党章的学习，特别是要加强对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
习，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不断进行
世界观的改造，做“明白人”。在党内生
活中提升党性。把“加强和规范党内政
治生活，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
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等内容写入党
章，充分说明严格党内生活的重要性。
实践证明，党内生活松一寸，党员队伍
就散一尺；党内生活严一尺，党员干部
就强一丈。要坚持把增党性、讲规矩、
守纪律的党内生活作为新常态，使我们
的检察人员在严格的党内生活中，及时
发现自身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及时获取组织、同事们的意见和帮助。
在勇于担当中锤炼党性。只有经过严
格党内生活淬炼，才能百炼成钢，铸就
坚强党性，永葆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
性。特别是在面临司法改革的形势下，
如何发挥好我们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
作用，强调如何担当显得尤其重要。如
果没有担当，不能对检察事业尽职履
责，不兢兢业业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就算浑身上下戴满了党徽，手抄党章千
遍万遍，又哪里真正是对党的忠诚呢？
全市检察机关领导干部都要强化担当，
身先士卒，带头办案。带头办案本身就
是一种担当，就是一种责任，就是践行
党章的具体体现。

12月4日，中牟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成

功破获一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抓获

犯罪嫌疑人1人。

11月21日，中牟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民

警组织警力对位于中牟辖区的郑州某公司

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进行侦查，经依

法侦查查明：李某某，郑州某公司副主管，主

管公司办公室、财务部门的管理、公司财务

申报税票、开具公司增值税发票业务。2016

年11月21日，郑州某公司在与某县某公司

没有开展实际采购行为、没有业务资金往来

的情况下，接受某县某公司为其开具一张增

值税专用发票，涉及金额11万余元，税款已

于2016年11月份到中牟县税务机关抵扣，

现已退还抵扣税款。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王发明 李歌）

近日，在西峡县法院执行干警的努力

下，一起民间借贷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达成

和解，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顺利结案，取

得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完美统一。

2014年，赵某向王某借款15万元，到

借款期限后，赵某因资金短缺，未能偿

还。赵某与王某在同年5月达成还款协

议，约定2017年4月前偿还完毕，但是赵

某并没有如期履行，王某无奈之下诉至西

峡县法院。

法院主持调解结案后，赵某仍未主动

履行义务。该案进入执行程序，经执行法

官调查，被执行人赵某因做生意亏本，目

前已负债累累，没有还款能力，案件陷入

了僵局。但是执行干警并没有放弃，通过

执行干警的多方调查了解到，赵某曾经营

一家牧业养殖场，但该场被赵某承包给某

牧业公司经营。执行干警遂联系到该公

司负责人，说明案件情况。经过执行干警

的努力，该公司同意在该案中提供执行担

保，在2022年承包合同期满之后将赵某养

殖场内的75只羊以每只2000元的价格交

付给申请人王某。

执行法官将此执行方案告知王某，并

对赵某做思想工作，多次组织双方到法院

执行局协商处理以物抵债事宜，希望找到

最有利于维护双方权益的方式实现和

解。经过执行法官的释法析理，被执行人

赵某最终同意将自己的养殖场的羊在承

包合同期满之后交给王某以抵偿债务。

此次案件执行中，王某与赵某之间的债权

债务关系实现双赢局面，不仅节约了司法

成本，而且有效解决了执行难问题，获得

了当事人的肯定。

（王萨娜）

近日，登封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成功端

掉了一传销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8人。

今年5月，民警在排查工作中摸到一条

线索，在登封市嵩山路北段某住房内，一些

人员行踪神秘兮兮。经了解，民警得知这些

人涉嫌传销活动。在进一步的侦查中，民警

发现犯罪嫌疑人郝某、付某夫妻二人系登封

市人，2016年11月，郝某、付某以投资“飞虎

山泉”保健酒和“玫枝园”系列化妆品的名义

进行传销活动，并组建以冯某、李某、张某、吴

某等人为骨干成员的团队，先后引诱39人加

入该传销组织。据统计，该传销组织共骗取

会员费用52.4万元。目前，登封市公安局已

将涉案的8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吕晓冰）

原阳县法院司法调解中心注重调解策

略，对不同的案件制订不同的调解方案，近

日成功调解一起借款纠纷。

毛某是原阳县某企业老板，因经营需

要，两年前向朋友王某借款六万五千元，并

口头约定了利息。后经王某多次催要，但

一直未果，王某便把毛某起诉至法院。该

院司法调解中心接到此案后，多次与双方

电话沟通，弄清了双方的诉求后，及时提出

了调解建议并得到了双方的认可。

据了解，该中心采取“背对背”与“面对

面”相结合，“沟通”和“释法”相结合，调解过

程中注重协议的达成而非事实的认定，积极

寻找当事人之间的融合点，使得当事人求同

存异，司法调解成功率不断提高。（张宏波）

中牟县公安局
破获一起虚开发票案

近日，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执

行局执结了一批共同诉讼案件，该案

中的同一被执行人是漯河市某房地产

开发商，该开发商在销售商品房过程

中，宣传购房返租，并于消费者购买房

屋的同时又与消费者签订了房屋租赁

合同，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与租

赁合同实际上是一个附条件的房屋买

卖合同，即消费者购买房屋，开发商按

照约定的方式租赁消费者购买的房

屋，并向消费者支付租金。在该案中

有15名消费者在该开发商售楼部各购

买房屋一套，面积均为36平方米，并交

付了购房款，开发商承诺在2013年9

月1日交房。双方还分别约定，消费者

购买的房屋交给开发商设计、装修、出

租，其中装修费 1800 元，维修基金

2160元等费用均由消费者支付，开发

商每年给消费者租金11063元，每年7

月1日支付，如果开发商逾期30日以

上，开发商向消费者支付应付款10%

的违约金。后开发商违约，消费者于

2016年9月2日向法院起诉。

召陵区法院于2016年11月作出

判决支持了15名消费者的诉讼请求，

判决生效后，该开发商拒不支付租金

和违约金，15名消费者一起向法院申

请了强制执行。经大量查询后，执行

局没有发现该开发商名下有资金和车

辆，只有房产。2017年6月，召陵区法

院依法查封了该开发商13套房产，迫

使其无法对被查封的房产进行销售。

在此压力下，该开发商与15名消费者

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并支付了租金

和违约金。

（袁刻攀）

12月4日，是我国第四个国家宪法日暨第十七个全国法制宣传日。为彰显宪法权威，弘扬宪法精神，营造浓厚的法制宣传

氛围，信阳市平桥区法院精心组织了国家宪法日系列宣传活动。 王雪阳摄

日前，淇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国道中

队民警来到了高村镇花营村通过现场讲

解交通典型案例、发放宣传页等形式面

对面向群众宣传交通安全知识，强化村

民交通安全意识。 牛合保摄

近日，沈丘县法院全体党员干警在院

党组书记、院长赵振勇的带领下面对鲜红

的党旗庄严宣誓。连日来，该院围绕学习

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活

动，强化党员党性意识。 杜鑫 摄

近日，内黄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建

勋在该县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海军的陪

同下，赴医院看望县法院在执行行动中受

伤的干警于志川。

宋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