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中原2018年6月14日 星期四

7农村版 编辑∶陈辉 电话：0371-65795727 E－mail∶hnrbncbzyfz@126.com 版式∶徐渊 校对∶黄丽

内乡县法院积极完善涉诉信访措施——

件件有答复 事事有回音

郏县法院

正风肃纪 惩治腐败

一波三折的交通事故纠纷案

入“黑名单”无法竞选
“老赖”现身主动还款

□淅川法院执行局综合科科长 杨泓

偃师农商行全力开展普惠金融
日前，“中小微企业普惠金融示范区”

在偃师农商银行全面展开，旨在通过“普

惠金融示范区”的建设，使该行的业务广

覆盖，拓宽服务面，对中小微企业精准施

策，把银行形象真正树立起来。（王雪岩）

渠东办事处换届选举工作圆满完成
新乡市红旗区渠东办事处在今年

的换届选举工作中，高度重视，科学谋

划，建立“倒排”时间进度表，把握好难

点、重点环节关口，确保程序不走样，成

功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村（社区）“两委”

班子。（杨成）

偃师农商行全面推进学习教育整顿
活动

今年以来，偃师农商银行以“立规

矩、正风气、刹恶习、转思想”为目的，全

面推进学习教育整顿活动。通过此项活

动，员工能够有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转

变思想，改进作风，务实重干，提升全行

凝聚力和向心力。（王雪岩）

人大代表助力全城清洁行动
6月11日，郑州市金水区人大代表

乔鹏程、司小伟对文化路街道办事处农

科院社区开展的全城清洁行动工作情况

进行视察。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代

表们对社区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取得

的成效、存在的困难及下步工作打算等

进行了全面了解，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一

是加强院内环境卫生管理，定期清除死

角；二是加大对车辆乱停乱放、院内乱搭

乱建的治理力度；三是加强飞线充电治

理，排查院内安全隐患。(汪婷婷)

落实工作举措着力精准脱贫
为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工作，近日,

泌阳县高邑乡召开脱贫攻坚培训会议，

就五项“着力”对帮扶工作进行部署。

一是着力提升干部扶贫业务能力。二

是着力提升基层组织带动作用。三是

着力提升群众监督能力。四是着力提

高困难群众脱贫意识、致富能力。五是

着力提高脱贫工作成效，使帮扶责任落

到实处。（单晔）

农发行卫辉市支行开展青年文化月
活动

农发行卫辉市支行三举措开展青年

文化月活动。一是认真学习十九大精

神，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到提高解决

问题、推动工作上来。二是积极开展青

年读书学习活动。三是将读书活动与业

务工作相结合，通过读书提升思想认识，

提升自身写作水平和综合素养。该行通

过举办读书活动，督促青年员工立足岗

位，脚踏实地工作，展现自我风采，更好

地履行银行员工的职责。(侯吉）

河南红旗渠经济开发区国税局邀请
老干部讲税收故事传递正能量

日前,河南红旗渠经济开发区国税

局组织干部职工听林州市国税局退休老

干部马进伏讲述税收故事。马进伏讲述

了自己当年一卷铺盖、一根棍、一个背

包，住马棚到农村做征收屠宰税、牲口交

易税等零星税源的艰苦岁月；退休老干

部吕楼生从在东北边境恶劣环境下保家

卫国经历参军讲起，谈了他们那个年代

税收工作的艰辛，告诫青年干部要有负

责担当、尽职尽责的工作态度，树立正确

的人生追求。李彦军局长表示，要不忘

传统，学习老税干兢兢业业、吃苦耐劳的

精神，发扬“忠诚担当、崇法守纪、兴税强

国”的中国税务精神，推动全局各项工作

争创一流。（石敏毅）

今年以来，内乡县法院突出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完善涉诉信

访为民措施，收到了良好社会效果。1至

5月，共接待来信来访群众316人（次），诉

外调解结案息访59件，通过诉讼程序处

理信访案件24起，解答群众疑问没重访

的228人（次）；对不属于法院管辖的来访

案件，通过司法建议移送有关部门解决5

件，做到了件件有答复、事事有回音。

设立专门的信访机构，专人负责信

访工作。对来信来访群众反映的问题，

认真耐心答复，及时汇总整理，做到接待

一起处理一起。属于法院管辖的，能调

解的直接调解处理，10日内不能调解结

案的当即立案；不属于法院管辖的，连同

司法建议直送有关部门解决，并要求反

馈处理结果。同时，对有越级信访苗头

的，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解决

问题，努力把矛盾消灭在基层；对已经息

访的老信访户，作为重点稳定对象予以

帮助。

建立经常化的院长接访日制度。每

周一、三、五为院长接访日，由院长亲自

坐镇接待。定期召开信访联席会议，掌

握信访动态，分析原因，完善制度，加强

组织协调。建立健全了定期排查、考核

监督、院长督办制度，实行敏感性问题重

点排查，突发性问题及时排查，普遍性问

题定期排查等一系列措施，有效增强了

息访工作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据统计 ，

今年前5个月，院长成延洲就接待来访

群众147人（次），解答群众咨询疑问134

人（次），解决涉及案件审理、执行问题

12件，息访一例破产企业百余名职工涉

执群访苗头案。

建立案件监测机制。要求办案法官

根据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的言语及行

为表现，对通过释法析理，在判决后可能

发生信访的案件，及时填写信访信息表交

院内主管信访单位，由主管信访单位统一

汇总，全面掌握有关信息，便于及时发现

苗头，推动了信访源头治理工作的进一步

深化。

建立信息化监督管理网络。在不断

完善信访工作制度的同时，及时将信访

预警工作纳入流程管理。对受理的信访

案件，本着谁主管、谁负责和归口办理的

原则，由主管信访单位确定息访领导和

息访负责人，并将信访案件信息通过本

院局域网络发送给具体承办人，限期办

理和答复，实现了信访案件的网上监督

和管理。（程相鹏 王静）

靳某家住内乡县师岗镇西坡村，是

一起交通事故纠纷案件的申请人。

2016年11月4日，被告李某驾驶一

辆小轿车在淅川县厚坡镇将驾驶无号牌

三轮摩托车的靳某撞伤。后经淅川县人

民 法 院 审 理 ，判 决 李 某 赔 偿 靳 某

24029.38 元。判决生效后,因李某未自

觉履行赔偿义务, 靳某只好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

接到案件后，我对被执行人李某的

财产进行了“总对总”查控，发现李某的

银行存款仅有100余元，名下的车辆是

一辆行驶了多年的面包车，除此之外无

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人靳某因为

交通事故受伤，需要长时间在家休养，且

还有两个孩子需要抚养，沉重的负担让

其家庭生活雪上加霜。为充分保障申请

人的合法权益，我立即第一时间来到师

岗镇，寻找被执行人李某。

“我一直有病需要花钱，并且儿子结

婚盖房子还欠下20多万元的外债，实在

是没有钱偿还靳某……”找到李某后，60

多岁的李某愁眉苦脸地诉说了未履行判

决义务的原因，并声称其名下的车辆因

自己有病无钱医治已经出售变现。

耐心听完李某的解释后，我对他进

行了一番劝说：履行法律文书是被执行

人的法定义务和责任，有困难也不能一

躲了之，这样不但会使自己陷入“失信

人”境地，还会加剧双方当事人的矛盾，

反而使自己更被动。李某表示与家人商

量下，三天后到法院与申请人协商还款

事宜。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三天后，被执行

人李某没有来到法院。我通过电话与其联

系后得知，在送达文书的第二天，李某因突

发脑溢血住进了南阳某医院。核实有关情

况后，我与申请人靳某沟通，让其理解下李

某的现状，待其出院后再商议。

然而，在得知李某回家休养一段时

间后，我再次来到他家时，李某以自己治

病欠下外债为由拒不还钱，态度也变得

极其骄横。我有些生气，但为了尽快督

促其履行义务，我还是耐心地做其思想

工作，并找到其家人进行规劝。最终，通

过一番情、法、理的耐心劝说，李某表示

愿意与靳某协商。

随后，我又来到靳某家，向其详细介

绍了被执行人李某目前的身体状况以及

目前面临的困境，希望靳某能体谅一下，

双方进行协商解决。反反复复经过了近

一个星期的调解，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协

议：被执行人李某于2018年5月27日前

支付申请人靳某现金1.2万元，判决书中

的其他义务部分申请人靳某自愿放弃。

5月30日，申请人靳某在拿到全部

执行案款后，完善了相关手续，这一波三

折的案件圆满执结。

今年以来，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

执行局积极落实上级法院要求，集中人

力、物力，结合自身工作实际，采取多项

措施，认真开展专项集中执行活动，现已

取得一定成效。截至4月底，该院今年共

执结涉民生案件95件，执结到位89件，

执行到位标的额1200多万元。

集中优势开展集中清理。该院将执

行好涉民生案件作为重中之重，在安排

工作时把处理该类案件放在突出位置，

根据案件特点开展分门别类的清理，社

会反响良好。

构建执行联动协作机制。该院实行

挂牌督办，主管院领导亲自带队，细化执

行责任，集中开展夜间执行、公休日执

行、倒计时执行，提高执行效率。积极争

取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建立以法院为

主，检察、公安、金融等职能部门参与的

执行联动协作机制，逐步形成了“党委领

导、法院为主、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支持

配合”的执行工作外部大格局。

全面推行执行公开制度。该院实行

执行措施、执行进度、执行结果全过程公

开，杜绝“暗箱操作”，使当事人对执行情

况不再是“雾里看花”，缓解了当事人对

执行工作的对立情绪，减少了执行信访

案件的发生。(齐江涛)

5月28日，被执行人武某主动来到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找到执行法官，

向法官表示希望能与申请人进行沟通调

解并愿意主动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随后，在执行法官的调解下，武某与陶某

达成和解，武某当即前往附近银行取现9

万元整交付陶某，案件得以执结。

5月31日，被执行人于某也主动来

到洛龙区人民法院，表示愿意履行还款

义务。被执行人于某自2017年以来，在

该院共有5个执行案件，涉及执行金额

达200余万元。在执行法官的调解下，

于某主动履行100余万元，并与申请执

行人签订还款协议，达成和解。而在此

之前执行法官多次进行调解，但于某一

直拖延履行。

曾经的“老赖”们为何主动来履

行？原来，近期正值洛龙区村级“两

委”班子换届，洛龙区法院充分发挥执

行联动机制，积极向有关部门争取，将

失信被执行人列入不得参与村(社区)

党组织及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

情形之一。在选举公示前，洛龙区委

组织部将村级“两委”候选人名单提交

洛龙法院进行审核，一旦发现候选人

有案件未履行、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的，一律取消候选人资格。

上述两名被执行人武某、于某正是因

为要参加所在村的“两委”换届选举，

因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将被取

消候选人资格，这才慌了神，急忙到法

院主动履行。（韩琳）

近日，郑州市上街区村民王某、张

某、马某通过法律手段，拿到了应得的补

偿款。

按照规划，上街区一村庄被拆迁，

大部分村民拿到了土地补偿款，然而王

某、张某、马某却没有拿到。村组工作

人员解释说，他们三户人家的土地补偿

款（每户3万余元）虽然在农村集体三

资委托代理服务中心村里的账户上，但

因为这些土地是荒地，补偿款应由村里

面支配，不能发给他们。三人不服，起

诉至上街区法院，法院审理后判决该村

将补偿款发给当事人。由于该村迟迟

不履行判决，三人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

行。

执行过程中，上街区法院执行干警

调查得知，村五组成立了一个农村合作

社，原本在农村集体三资委托代理服务

中心账户上的钱被转移到五组的合作社

用于集体经营。随后，执行干警多次通

过峡窝镇镇政府协调，督促村五组履行

裁判文书义务。最终，村五组将属于三

人的土地补偿款转回三资账户，并通知

执行干警进行划拨。6月8日，执行干警

将执行款发放给这三户人家，案件得以

顺利执结。（张金虎）

今年以来，郏县人民法院坚持党要管

党、全面从严治党，创新思路方法，积极主

动作为，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坚定不移地

惩治司法腐败，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

担当的法院队伍。

据了解，郏县法院强化党风廉政教

育，增强干警党性意识、纪律意识，并组织

干警观看警示教育片，用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中，

该院层层签订党风廉政目标责任书，党组

书记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其他

班子成员也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做到守

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此外，该院

还抓住节假日关键节点，加大审务督查力

度，深挖细查隐形变异“四风”问题，做到

露头就打、绝不姑息。（尚豫民马唷清）

今年以来，遂平县检察院积极开展未

成年人法制宣传工作，为青少年学法、守

法、用法提供了良好的氛围。

为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以及在青少

年中营造学法、知法、用法的氛围,树立检

察机关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方面的良好口

碑，该院选派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素

质高的检察官到辖区中小学校担任法制副

校长和法律辅导员，负责学生的法制宣传、

法制教育等工作。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

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上法制教育课

等形式，帮助学生提高法制意识。据统计，

该院共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10余次，给

学生上预防违法犯罪警示课4场次，受教

育师生达1.5万余人。（霍力马聪洋）

三年欠账久拖不还，沈丘县法院强力执结——

3小时啃下“骨头案”
“法官，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现在

就找人拿钱来，就别让我进去了。”“早

干吗去了？你明明有履行能力，却不履

行判决书确定的还款义务，这是犯法懂

不懂？”“这回懂了，懂了……”6月2日，

躲藏三年的被执行人宋小某被沈丘县

人民法院执行干警堵在了家里。3个

小时后，其家人带着3万元现金来到沈

丘县法院执行局。一起从发生纠纷到

执结历时三年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得

以全部履行。

2016年初，被执行人宋小某由于做

生意向其本家兄弟宋某某借款2万元，约

定半年后归还，不料当宋某某依约联系

宋小某时，却被告知生意做赔还不了了，

再联系就联系不上了。宋某某多次找其

家人协商无果，遂将宋小某夫妻告上法

庭。开庭时宋小某缺席未到，其妻孙某

宣称自己不知情，而且与宋小某已经离

婚，不应该承担这笔债务。

经审理，沈丘县法院判决宋小某与

孙某共同偿还宋某某欠款2万元及利

息。判决生效后，宋小某、孙某未及时履

行。2017年 12月，宋某某申请强制执

行。执行法官多次前往宋小某家中，邻

居告知，宋小某常年在外，没见回来过。

孙某带着孩子回娘家了。执行法官找至

孙某娘家，得知孙某也一直在外打工，地

址不详。执行法官依照法律规定将其纳

入失信人名单，同时做申请人宋某某工

作，让其帮助查找宋小某的财产线索和

下落。

功夫不负有心人，5月30日，宋某

某联系到执行法官，告知宋小某一直在

毗邻的安徽省给别人跑货运，收入尚

可。为了不打草惊蛇，执行法官让宋某

某熟悉宋小某活动轨迹后，带领4名法

警于 6月 2日清晨将宋小某堵在了家

里。（杜鑫）

汝阳县地处

豫西伏牛山区，素

有“七山二岭一分

川”之称。汝阳县

上店人民法庭辖

区有 4个山区乡

镇，该庭法官经常

翻山越岭深入乡

村调解案件，力争

做到办理一起案

件消化矛盾一大

片。一年多来，该

庭共办理近 400

起经济纠纷、交通

事故、离婚纠纷等

案件，调解成功率

达80%以上。图

为汝阳十八盘乡

刘坡村村民刘潘

在该庭法官送来

的民事调解书上

签字。康红军 张

克雷 摄

补偿发放不到位
诉诸法律讨公道

10分钟排除隐患
“10千伏泌工线3号台区上挂有

一个5米长的彩带，在空中摇摆不

定。”6月10日10时30分，泌阳县供

电公司员工刘青龙经过此路发现一

处安全隐患，立即向运维部主任赛峰

汇报。

泌工线是向泌阳城区供电的重

要线路。虽然目前城区已经实现110

千伏手拉手环网供电，但一旦出现故

障，供电可靠性还是会大打折扣。赛

峰立即发出指令：“保护现场，我马上

联系带电作业班！”

10时53分，带电作业班班长张

军带领工作人员赶到现场。看到一

条5米多长的彩带落在泌工线3号台

区下线上，像一个跳累了的“舞者”趴

在导线上“打盹”。

“今天天气晴好，绝缘条件良好，

所以没有引起短路。”仔细勘察后张

军说道，“可是一旦出现阴雨天气，就

随时有可能引起线路跳闸。”

11时9分，一切准备就绪。

带电作业班班员路明成站在距

导线1.8米处，渐渐伸直了腰，同时调

整呼吸。手握住绝缘操作杆，缓缓向

挂在导线上的彩带处移动。

路明成紧盯彩带，心中默默提醒

自己：还差一点。他将身体渐渐向彩

带悬挂处倾斜，确定最佳作业位置，

保持身体稳定，小心翼翼地将绝缘操

作杆伸向彩带，巧妙用力，将挂在导

线上的彩带一点点地剥离开，“舞者”

终于脱离了高压线。

赛峰拾起落下的彩带，放入一旁

的垃圾箱，看了眼手表说：“好样的，

只用10分钟就排除了安全隐患。”

（王丽娟）

加强作风建设打造过硬队伍
近日，鄢陵县工商联不断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县委实

施办法，以制度的刚性约束根治“作

风病”，从严监督管理干部，坚持正确

用人导向，狠抓落实专项整治，不断

强化作风建设，用良好的党风政风带

动民风。（周鹏）

漯河郾城区法院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力度大

4个月执结案件近百件

遂平县检察院

法制呵护未成年人

6月12日，襄城县七里店法庭收到大

庙李村村民郑某某赠送的一面书写着“为

民服务，秉公执法”的鲜艳锦旗。

4月1日，襄城县紫云镇矿后街村民赵

某因迷信伙同该镇大庙李村村民郑某将郑

某某屋门下两个老门礅偷走，被郑某某发现

并报案，二人被紫云派出所行政拘留十日。

二人释放后，石礅主人郑某某要求给予赔

偿,并要求恢复原状，赔礼道歉，但二人置之

不理。无奈，郑某某将二人告上法庭。

该县七里店法庭审理后判决郑某、赵

某一次性共同赔偿郑某某1800元，且协

议达成第二天，郑某某就收到了赔偿款。

（古国凡 黄箫亮）

襄城县七里店法庭

高效执法 获赠锦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