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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妙方解司法难题
——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巧解“案多人少”矛盾调查

遂平县检察院
普法宣传“接地气”

兄妹拒付赡养费 法院冻结银行卡

为全力打好新

郑市“双迎攻坚”战，

教育引导广大交通

参与者遵法守规明

礼、安全文明出行，7

月6日上午，新郑市

交巡警大队联合新

郑市城市管理局对

人民路等市区主干

道进行集中综合整

治。图为新郑市交

巡警与市政人员联

合治理违法停车现

象。王丽萍摄

当世界杯遇上真4K，将会创造一种怎样的观

赛体验？咪咕视频给你答案：震撼！惊艳！继在

手机小屏端推出50帧原画直播世界杯后，咪咕视

频的科技风暴再次席卷大屏用户（咪视界/咪视

通），首次在国内将真4K技术创新应用在世界杯

赛事内容呈现上，再一次将大屏端用户观看世界

杯内容的体验推向新高度。

2018年被誉为手机直播世界杯元年，新媒体

技术的不断进步，让越来越多的观众通过小屏也

能随时随地看球。与此同时，大屏依然是球迷观

众的重要观赛选择。为了让大屏用户能享受到更

流畅、清晰、真实的观赛体验，畅享大屏小屏互动

的观赛乐趣，咪咕视频于世界杯期间推出了真4K

观赛。

咪咕视频技术专家表示：4K是影像清晰度指

标，其画质分辨率高达3840×2160，比当前主流

媒体平台的超高清1080P分辨率提高了4倍。咪

咕视频此次在世界杯期间推出的真4K技术，应用

到大屏端将带来清晰、震撼的画面感，丰富、立体

的细节特写，令观众仿若身临其境。据悉，用户可

以通过中国移动魔百和或咪咕二代盒子收看真4K

世界杯内容。

咪咕视频真4K技术有一个色彩亮度指标，即

HDR（高动态范围图像），相比之前应用广泛的SDR

（标准动态范围图像），HDR成像无论在高光还是黑

暗处的细节都一览无余，色彩饱满、画面质感极强，

非常有立体感和层次感，给人栩栩如生的感觉。

此前，咪咕视频在小屏端率先推出50帧原画

直播技术，让用户仅凭一部手机就能享受观影般

的观球体验。此次在大屏端推出的真4K技术，其

分别率依然保持在50帧（每秒）。据了解，当前主

流视频直播帧率普遍为25帧或30帧。而50帧动

态影像每一帧之间间隔短至0.02秒/帧，观众对画

面的直接观感将更为流畅。

AI剪辑官+视频彩铃，咪咕黑
科技给你最潮世界杯玩法

随着2018世界杯淘汰赛拉开大幕，赛事精彩

程度和用户观看人次不断攀升。为了提升用户体

验感，给用户更好看、更好玩的世界杯，咪咕视频

联手咪咕音乐推出了AI世界杯专属视频彩铃。据

介绍，视频彩铃是咪咕音乐今年推出的全新黑科

技，让通话前的等待时间能看到最IN精彩内容，开

启彩铃的视频时代。用户只要在手机上开通

VoLTE高清语音功能和视频彩铃功能，就能Get

这个最潮黑科技。

作为咪咕视频世界杯推出的黑科技之一，“AI

直播剪辑官”将短视频剪辑速度从10分钟缩短至

10秒以内，堪称神剪刀手。它不仅动作快，而且还

有一双火眼金睛，能准确识别进球、射门、角球等7

大场景和世界杯所有球队、球员。“世界杯开赛以

来，‘咪咕视频AI直播剪辑官’剪辑准确率达到

100%。由AI剪辑的C罗进球短视频，短短一天在

咪咕视频手机客户端的观看人次就突破1亿。”咪

咕视频相关负责人介绍，C罗进球短视频也成了视

频彩铃的爆款。

据悉，赛事直播期间，AI将瞄准明星球员，强

化对其个性化动作和丰富表情的识别，剪辑制作

的彩铃短视频将更凸显细节。平均10~15秒的画

面，也更符合等待电话接通时的观看习惯。此外，

用户还能上传世界杯相关短视频，DIY独一无二的

世界杯视频彩铃。这样一来，在每一通电话的等

待时间里，都能为最爱的球队和球员打Call。

冷门猝不及防，咪咕视频世界
杯直播实时回看功能助你追回精彩

对于正在看世界杯直播，却又不小心错过关

键内容或者想要再次回看特定镜头的用户来

说，咪咕视频的直播实时回看功能会带给你惊

喜。它简单易操作，只要拖动进度条，对于当前

时间节点前的任意节目内容，都可以像点播一

样随时“追回”精彩。用户可以一边观看50帧原

画直播，一边随时对直播内容进行实时的快退

和暂停播放。

有了咪咕视频的直播实时回看功能，用户完

全可以在直播时选择50帧原画体验观看西班牙对

阵俄罗斯的点球大战，而后切换到西班牙球员视

角，通过往回拖动进度条，再次领略俄罗斯门将阿

金费耶夫的神勇发挥。此外，用户还可以在咪咕

视频通过世界杯专区的“赛程”入口，全程点播回

看每场赛事，用户多样化的观赛需求得到了最大

程度的满足。

30G流量免费领，咪咕视频打
造世界杯“升舱”式观球体验

世界杯开赛以来，咪咕视频观看人次每天超

过1个亿。有限的手机流量如何承载亿万球迷无

限膨胀的看球热情？世界杯期间，凡河南移动客

户，均可登录河南移动手机营业厅或咪咕视频客

户端，免费领取30G咪咕视频专属流量和咪咕视

频央视世界杯畅享会员。

有了这个福利，用户无论是上下班途中，还是外

出聚会期间，都可以酣畅淋漓地拿起手机观看世界杯

直播；铁杆球迷更可以随时随地看点播回放，反复回

味经典进球瞬间。

“畅想”世界杯，咪咕视频“AI极
致搜索助手”给你好看

把一个小小的搜索框做到极致，就能给你一

个最精彩的世界杯。继推出“AI智能剪辑官”后，

咪咕视频“AI极致搜索助手”也同步上线，搜索耗

时仅需0.02秒。

毫秒级的搜索速度，分钟级的热点更新速

度，再加上智能联想提示，在咪咕视频上一键就

能找到最想看的世界杯实时热点、精彩短视频、

球星赛事锦集等，畅享最专业、最极致的世界杯

体验。

据悉，咪咕视频“AI极致搜索助手”全程智能

跟踪世界杯热点，每分钟都动态更新搜索联想词，

实现了世界杯直播短视频的精准、实时、海量搜

索。譬如西班牙门将德赫亚失手脱球后，“AI极致

搜索助手”就会立即提示“黄油手”，C罗在上演“帽

子戏法”后，就会立即显示“帽子戏法”，当巴西赢

球了，还会立即提示内马尔的心情“我是内马尔，

现在不慌了”。

不仅很智能，“AI极致搜索助手”还很贴心，

拼音模糊搜索功能满足傻瓜式搜索的需求，如输

入C就会显示C罗的各种热门视频，提升用户搜

索体验。

多视角观赛功能正式上线，咪
咕视频能否登顶观赛体验王座？

6月21日晚间，咪咕视频正式推出“上帝视

角”、“巨星视角”和“饮水机守护者”等多视角观赛

功能，供观众自由选择观赛视角。作为2018年央

视世界杯新媒体官方合作伙伴，咪咕视频通过不

断升级，给球迷们带来了独特有趣和富有创意的

观赛体验。

咪咕视频多视角观赛功能的上线，是世界杯

观赛体验的一次创新，满足了用户多样化的观赛

需求，给用户提供了更具临场感的直播体验。这

一改观众只能被动观看赛事直播画面的局面，让

观众在赛事直播中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权，可以根

据自己的喜好观看赛事，从而获得“专属视角”，真

正实现了“人人都是自己的赛事导播”。

据悉，在咪咕视频上线的多视角观赛功能中

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特殊视角：一是“上帝视角”，

就是球场全景视角，让用户拥有近乎上帝看球

的体验，360度无死角地观看球场画面，全方位

观看比赛，所有赛事盛况尽收眼底。二是“饮水

机守护者视角”，则是可以观看到除了球场以外

的动态，包括教练席、替补席等角落，这个略带

调侃的有趣视角，适合喜欢场边八卦趣闻的观

众，满足大家对球场的猎奇心理。三是“巨星视

角”，这种视角类似于实况足球中的第一人称视

角，是指用户在看直播的时候可以将镜头画面

固定在喜欢的巨星身上，就好像玩游戏时只看

被控制球员的视角。使用这个视角你将体验与

场上球星一起过人、突破的画面，这是临场感最

强的一种视角。

挑战世界杯大屏观赛感极限

咪咕视频真 来了44KK

7669、9597、10576 和 1621、1983、

2228，这两组数字分别代表南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南阳中院）和该院民三庭

2015年、2016年、2017年三年的新收案

件数，从两组数字不难看出，无论是南阳

中院还是该院民三庭近三年来每年的新

收案件数均在以两位数以上的速度增

长。和全国法院面临的形势一样，南阳中

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同样异常突出，而这

其中增长的大部分案件又为民事案件，因

此“案多人少”的矛盾已成为影响民事审

判工作顺利开展的首要问题。为解决这一

问题，去年以来南阳中院民三庭“毕其功于

一役”，巧妙运用“均衡”思路有效缓解了

“案多人少”这一硬矛盾，实现了结案率、审

限内结案率、服判息诉率大幅提升，收案

数、发回重审数下降的良好态势，执法办案

工作进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均衡分案比学赶超一条“起跑线”

“在法官数量不变，案件大幅增长的情

况下，光靠法官自觉加班加点已经不能解决

问题了。”采访中，南阳中院民三庭庭长卢国

伟说，仅2017年庭里就有三名干警因长期

超负荷工作累倒住院，并且还都是年轻同志。

卢国伟坦言，出现年轻法官“累倒”的

主要原因是“鞭打快牛”的传统做法在作

怪，以往分案时人为地给年轻法官分得

多，习惯上认为“年轻就得多干点”，从而

导致年轻法官身心俱累，而且也不能发挥

老法官的经验优势。

从去年下半年起，南阳中院民三庭对

所有法官的办案系数由1.2调整为1，也

就是对每个员额法官平均分案，平等考

核。但法官的能力和精力有分别，个人身

体及家庭情况也不同，平均分案又有可能

会在法官之间造成更大的“不公平”。为

解决这一问题，民三庭从书记员、法官助

理的配备及案件的繁简分流入手，对工作

能力强的法官尽可能多地分配疑难复杂

的案件，对家庭及身体情况特殊的法官尽

可能配备工作能力强的法官助理和书记

员。“死分案加上活思路”不仅有效调动了

年轻法官的积极性，而且通过老法官的传

帮带让一大批“后备法官”脱颖而出。

均衡结案奖优罚劣一张“晴雨表”

在南阳中院民三庭，内勤要分周、月、

季度、半年、全年对庭里的整体审判指标

及每个法官的办案情况进行统计，然后交

由庭长在每周一下午的庭务会上进行通

报。法官当个统计周期内的收案数、结案

数、调撤数、申诉、上诉数等数据都是统计

项目，这些数据都要在会上通报，收结案

件差值大的法官还要当场分析原因及制

定整改措施。同时，该庭还规定一切评优

评先名额和上级安排的培训学习计划都

直接依据法官阶段审判质效动态确定，庭

长不行使“平衡权”。

截至6月底，南阳中院民三庭共办结

民事案件951件，结案率为83.27%，比全

院平均结案率高14.01%，位居全院主要

业务庭前列。

均衡认识执法办案一把“标准尺”

在南阳中院，民三庭按规定负责宛城

区、唐河县、新野县和桐柏县辖区内的民

事一审及二审上诉案件。去年以来，为从

根本上减少上诉案件数量，该庭坚持做到

“两手抓”，即一手抓对基层法院的业务指

导，尽可能对有争议的法律适用和认识问

题统一裁判尺度。另一手抓从严掌握案

件发回重审标准，避免案件在一、二审法

院之间“空转”，减少重复上诉数。

在对基层法院的业务指导方面，该庭

通过每周召开的法官联席会议对审判实践

中遇到的疑难案件及争议问题进行讨论研

究，然后将形成的共识反馈给基层法院，作

为类案裁判时的参考。由庭长、副庭长牵

头成立不同法律领域的业务研讨小组，组

建由两级法院专业法官参与的微信工作

群，随时在更大范围对相关争议问题进行

探讨，并形成裁判共识。定期不定期选派

资深法官到辖区基层法院，对发还改判案

件情况进行点评，并对审判实践中的疑点、

难点问题进行指导，统一裁判尺度，从而提

升常规民事案件的一审服判息诉率。

为有效减少发回重审案件数，南阳中

院民三庭还专门制定了“发还案件标准”，

所有需要发还的案件还要在法官联席会上

研讨，承办法官要向大家阐明发还理由。

去年以来，南阳中院民三庭共对辖区

基层法院开展审判业务指导3轮12院

次，对审判实践中存在的20余个争议问

题经研究统一了裁判尺度。今年截至6

月底，辖区基层法院上诉案件数为1043

件，收案件数实现了小幅回落；发回重审

案件数为71件，比去年同期下降43.7%。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王彬

今年以来，遂平县人民检察院积极开

展普法宣传教育工作，注重法制宣传实

效，为人民群众学法守法用法提供了良好

的法律氛围。

该院组织控申、预防、民行部门干警

深入该县乡村，开展主题为“送法进农村

检察行”法律集中宣传活动。利用乡镇街

道逢集有利时机，通过为乡村干部举办预

防职务犯罪宣讲、摆放宣传展板、向人大

代表征求意见等形式，集中宣传检察工作

职能。积极引导广大群众运用法律武器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强广大群众的法

治观念，使普法宣传更接地气、更入民心，

有力地推进了检务公开工作，扩大了检察

机关的知晓度和影响力。（霍力马聪洋）

近日，被执行人王某甲、王某乙兄妹

在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后，主动来到

武陟县人民法院履行赡养费46765元。

申请人王大娘是被执行人王某甲、

王某乙的母亲，因年老体衰，起居生活不

能自理，需要有人日常照料，但是王大娘

的子女都忙于各自生活，无暇顾及。后

王大娘入住养老院，由子女支付各项费

用，但是王某甲、王某乙却在支付一段费

用后便不再支付，王大娘无奈之下诉至

武陟县人民法院。此案经该院调解，王

某甲、王某乙共需支付王大娘赡养费

46765元。因王某甲、王某乙未自觉给

付赡养费，王大娘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干警受理此案后，立即向被执行

人王某甲、王某乙送达了执行手续，但二

人仍拒绝给付赡养费。执行干警通过网

络查控系统查询，发现二人名下均有几

千元存款，便第一时间依法冻结。王某

甲、王某乙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后，

便主动找到执行干警。执行干警抓住有

利时机做兄妹二人的思想工作，二人听后

很是惭愧，当日便将赡养费履行完毕。（本

报记者冯佳志通讯员王莉莉付会明）

淅川县90后青年万某在谈恋爱期

间，通过微信红包、转账等方式先后向其

女友转出“520”“1314”等数额不等的钱

款，分手后这些钱能否要回来？近日，淅

川县人民法院一审作出判决，驳回原告

万某的诉讼请求。

2017年2月，万某经人介绍与被告

田某相识，期间，万某多次通过微信红

包、微信转账和支付宝转账等方式转给

田某数额不等的钱款。至当年7月，因

万某一次未转钱，田某便将其微信拉

黑。之后，万某要求田某还钱遭到拒

绝，遂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至淅川

法院，要求田某返还其给予的所有钱款

39907元。

法庭上，被告田某辩称，原告万某支

付的钱款系单方自愿赠予，自己并没有

向原告提出过借钱请求，并且其中的

“520”“1314”等都是有特殊含义的数额。

法院审理后认为，从原告万某提供

的转账凭证来看，转款长达半年，转款

方式比较随意，而且微信中许多转账包

含特殊数字含义的数额，在此期间既没

有注明款项支付用途，也没有要求被告

还过款，更没有提供其有效证据证明有

关借贷合意，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习惯。

结合在现实生活中，恋爱中的男方为表

达对女方的爱，主动为女方购买财物或

给予女方金钱供其生活、消费等情况不

在少数，这种没有形成债权债务合意的

支付或给予行为，在法律上应视为对对

方的赠予。为此，对原告万某的诉求，

法院不予以支持，遂依法作出上述判

决。（张长海 谢蕊娜）

近日，兰考县闫楼派出所依法拘留

了5名哄抢哈密瓜涉案人员。

7月2日，在闫楼乡王玉堂村北部徐

某承包的哈密瓜大棚里，哈密瓜已成熟，

成色较好的一级哈密瓜已卖完，还余部

分成色较差的二级哈密瓜。7月2日下

午，徐某出去接哈密瓜收购商时，瓜棚内

种植的二级哈密瓜遭到附近村民哄

抢。徐某儿子进行阻拦并拨打报警电话

求助。一些村民遭到阻拦后自觉理亏，

直接将抢到的哈密瓜倒在小路两旁，有

些村民则置之不理。

接到求助电话后，民警迅速出警到

达现场，并将现场哄抢人员带回派出所

进行调查。经查，郭某、孟某、王某、孔某

一、孔某二五人均在瓜棚中哄抢哈密瓜，

少则一二十斤，多则上百斤，给徐某造成

上千元经济损失，在当地造成恶劣影

响。闫楼派出所立即派出民警查办该

案，经过细致调查走访，依法对郭某等五

人做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目前该案正

在进一步办理中。（黄胜亮）

恋爱期转账四万 分手后讨还被驳

村民哄抢哈密瓜 涉案五人被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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