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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源动力 提升公信力
西峡县法院党建引领带队伍，凝聚合力促发展

“一壶茶”化解侵权纠纷
漯河市召陵区法院

送法进校园
普法护成长

近年来，西峡县人民法院紧紧围绕

“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坚持一

手抓审判，一手抓党建，以党建带队建，以

队建促审判，以审判促公正，多措并举努

力抓好党建工作，亮点纷呈。

强化班子建设，提升履职能力。严格

落实管党责任，把党建工作作为首要职

责。加强党组成员自身的学习和作风建

设，健全完善院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制

度，坚持每月一次专题学习，大事集体研

究，分工抓好落实。充分发挥党组的领导

核心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领导

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要求党组成员以普

通党员身份参加党支部活动，深入基层了

解党员的工作、学习状况，探索解决党建

工作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为法院党建工作

长效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强化学习教育，筑牢思想根基。坚持

把加强理论学习放在首位，深入开展“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走在前头，通过专家讲学、书记讲

党课、个人自学、同事互学、组织干警到党

校和培训基地学习培训和实地学习观摩

等方式，营造“比、学、赶、超”的创先争优

氛围，不断提升全体干警的政治思想素

质、职业道德操守、法治理念意识、法律业

务知识和岗位履职能力，不断增强党总

支、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强化制度保障，落实责任分工。把党

风廉政建设与队伍建设、岗位目标管理相

结合，实行“一岗双责”，党组成员每年都

向党组书记递交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

书，不仅要求党组成员在工作上打头阵、

当先锋，更要在廉洁方面作表率、树形

象。各庭室“一把手”既抓审判业务又抓

党建工作，坚决防止“金钱案”“人情案”

“关系案”的出现，充分发挥党支部在司法

为民活动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警

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进一步增强队伍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

强化责任担当，精心组织实施。结合

“两学一做”主题教育活动开展多种形式

的学习交流活动，通过支部书记讲党课、

召开组织生活会、开展党员志愿服务等活

动，把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同精神文

明建设融为一体，与法院业务工作紧密结

合，把发挥党员作用落实到每项日常工作

中，积极引导广大干警以党员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扎实开展工作，全心全意为司法

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强化拓展延伸，发挥引领作用。充分

发挥党建凝心聚力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鼓励党员向身边的先进典型学习，

坚定党员理想信仰、提升党性修养。将严

格管理、严格教育、严格监督落在实处，提

升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和拒腐防变能

力，切实提升全体党员的政治意识、责任

意识、争优意识和廉洁意识。不断推进法

院各项工作科学开展。（王晶雅）

由于本公司挂靠车辆及车辆实际所有
人长期脱离公司管理，常年无法联系，不买
保险，给社会及公司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
自本声明发布之日起，公司解除与声明车辆
挂靠关系，此后车辆产生的一切经济、法律
责任及债权债务均由车辆实际所有人承担，
与本公司无关。请以下车辆的实际所有人
自登报之日起30日内前往公司办理转户相
关手续，逾期未办理者视为自动解除与本公
司挂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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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水县安平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5日

脱离关系声明

4月22日，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召

开2019漯河市知识产权“民营企业与商

标”战略研讨会，邀请业内专家学者共同

探讨如何保护漯河“中国食品名城”的金

字招牌，营造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据悉，此次研讨会是“4·26世界知

识产权日”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

后还要举办知识产权庭审观摩和新闻发

布会，主要是为保护漯河市食品企业的

商标信誉,推进高质量创新和商标战略,

创造“中国食品名城”良好的法治化营商

环境,营造第十七届中国(漯河)食品博览

会的浓厚氛围,为新时代漯河经济社会

发展“四三二一”工作布局和“四城同建”

提供优质法律服务和有力司法保障。

研讨会上，我省律师代表李莉、企业

代表李益民、漯河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刘

保才、郑州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杨红

军、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司晓森

等作了主旨演讲，共同探讨知识产权“民

营企业与商标战略”发展问题。

近年来，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中，围绕“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的目标，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

法工作主线，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

的审判职责，全面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依法充分履行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职责，为全市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营造

了良好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环境。

统计显示，2018年以来，该院共受

理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132件，其中

商标权纠纷案件108件，著作权纠纷案

件21件，不正当竞争案件3件，共结案

119件，法定审限内结案率为100%。（本

报记者 仵树大 通讯员 宋庆党）

一男子入室盗窃未果，反被村民一

举拿下。近日，兰考县公安局产业区派

出所依法刑事拘留了这名入室盗窃嫌疑

人，有效地维护了辖区稳定。

4月16日下午，产业区派出所接到

群众毕某某报警称，自己家进了小偷，

现已经被控制住。接到报警后，该所副

所长申伟和民警牛献聪立即赶往现

场。经询问，受害人毕某某回家时发现

自家大门敞开，由于记得自己出门时明

明锁门了，便心生疑惑。刚开始以为是

儿子回来了，进入室内却没发现儿子的

踪影，毕某某感到情况不对，瞬间提高

了警惕，在家中又仔细查看了一遍，最

终发现了藏在角落里的张某某。张某

某见行窃败露，拔腿就往外跑，毕某某

也赶紧追出家中，大喊“抓贼”！附近村

民立即加入抓贼队伍，最终合力控制住

了盗窃嫌疑人张某某。经讯问，张某某

因缺钱花便萌生出盗窃的想法，他在经

过受害人毕某某家时，心生贪念悄悄进

入其家中，还没来得及行窃，就被回家

的毕某某撞个正着。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因涉嫌入

室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黄胜亮）

4月14日，内乡县公安局灌涨镇派

出所接到群众举报称：一个微信名为

“狼行天下”的网友在一微信群内放话，

扬言要烧了市政府并杀死开发商。接

警后，民警立即会同网警大队开展调

查，很快查实“狼行天下”是该镇一贾姓

男子。

贾某于2010年在南阳市某小区购

买了一套房子，并加入小区业主自发建

立的小区业主群。今年4月14日凌晨，

醉酒后的贾某像往常一样打开微信，看

到业主群里大家都在闲聊，忽然想起了

购房至今尚未拿到房产证。为泄愤，在

酒精的作用下，贾某在群里发表上述不

当言论，吸引了全群将近500人的浏览

和评论。

民警找到贾某后，贾某对自己在微

信群内发表不当言论的事实供认不讳。

在民警的教育下，贾某认识到自己行为

的严重性，为自己酒后失言懊悔不已，并

迅速诚恳地在微信群里承认了自己的错

误，删除了信息，消除了影响。公安机关

依法从轻对其作出了行政拘留5日的处

罚。（曾庆朝 曾照云）

为全面提升遂平县中小学师生法律

意识，助力平安校园建设，近日，遂平县检

察院“送法进校园”检察官宣讲团先后来

到遂平县第五小学、灈阳第一小学，为师

生们送上新鲜充实的法治课。

此次活动以“加强安全教育，提升师

生自防自救能力”为主题。宣讲检察官深

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

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等相关法律条文，以及如何遵守国家

法律、遵守校园纪律、有效自我防范等举

措。检察官通过穿插数十个真实的案例、

事例，随时与同学们进行互动提问的讲解

形式，引起广大师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同

学们深入思考不良习惯造成的危害、触犯

法律的严重后果，以及如何保护自己免受

不法侵害，意识到不法侵害时如何运用法

律自保等问题。（张旭 马聪洋）

为进一步规范机动车号牌使用管理，

切实解决群众反映较多的套牌、假牌等机

动车涉牌涉证违法问题，方城县交警大队

盯牢机动车涉牌涉证违法行为，将整治行

动进一步引向深入。

该大队要求全体民警克服麻痹思想和

厌战情绪，把打击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

造、变造机动车牌证及无牌无证机动车上

路行驶作为日常交通秩序管理的重点，发

扬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精神，加大整治力

度，为辖区创造一个和谐、安全、畅通、有序

的道路交通环境。（姚文武）

“法官，感谢你请我喝茶，我愿意履

行义务，将该赔偿的钱赔给宁某，请你在

场做个见证，希望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近日，在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法官陈广兴的见证下，申请人宁某与被

执行人李某握手言和，给这起侵权纠纷

案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017年12月29日，被告李某等人

拿着半瓶酒到原告宁某经营的烟酒商

店，称在宁某店里购买的酒是假酒要求

更换，双方因此发生口角进而推搡、厮打

在一起，后致原告宁某受伤。事发后，宁

某向召陵区法院起诉。2018年10月19

日，召陵区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判令被

告李某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

原告宁某各项损失共计5827.91元，后

李某又向召陵区法院对宁某另行起诉，

召陵区法院判令被告宁某于判决书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某各项损失共

计1832.41元。

今年4月8日，执行法官陈广兴将申

请人与被执行人双方约到了法院，在这之

前陈广兴泡好了一壶茶，让双方坐下来边

喝边聊。“该案标的额不大，放在谁身上都

不算个啥事，只要论个理就行……”在陈

广兴的努力劝说与调解下，申请人与被执

行人双方自愿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即

被执行人李某一次性履行4040.5元赔

偿款给申请人宁某。至此，该案得以顺

利执结。（袁刻攀梁舒婷）

自3月31日“执行办案百日竞赛”活

动启动以来，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采取

多种措施清理执行案款，确保无法定事由

的执行案款到账后一个月内及时发放完

毕。同时，该院采取雷霆手段，打击“老

赖”，督促其自动履行裁判文书义务。

活动中，上街区法院树立全院“一盘

棋”思想，加强内部联动，执行局、财务部

门、纪检监察部门通力协作，严格落实

“一案一账户”规定，确保案款清理工作

取得实效。同时，该院执行局综合运用

训诫、罚款、拘传、拘留等措施，严厉打击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行为。对有拒不

申报财产、转移财产行为的被执行人，采

取引导当事人提起刑事自诉、移送公安

机关刑事立案侦查等强制措施，形成强

大的执行威慑。

据了解，此次活动中，上街区法院以

“打”开路，突出执行强制性，切实起到打

击一个、教育一片的效果。4月10日，3

名被执行人以各种理由“软对抗”，该院

果断采取强制拘留措施，促使被执行人

履行裁判文书义务。（张金虎吴玥雯）

为检验“大练兵大轮训大比武”活动训练的成果，充分展示全体民警的警容风纪和精

神面貌，日前，新郑市公安局交巡警大队组织开展了“大练兵”会操比武活动。图为9个

方队参加会操比武。刘起峰 摄

4月17日，河南未来律师事务所举办了以“梦想起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民营企业

法律风险与防控”研讨会，法学界、企业界代表就中央依法治国的总要求及司法部服务民

营企业的相关文件精神，律师服务党政机关、社会团体、民营企业的责任和方向等问题进

行了深度研讨。刑体兴 摄

白天入室盗窃
村民合力擒贼

微信群发表不当言论
内乡一男子被拘五日

专家学者“论剑”
司法守护舌尖安全

郑州市上街区法院

“执行办案百日竞赛”见实效

4月15日，扶沟县公安局民警深入扶沟县高中为学生讲解反恐怖主义法。当日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该局组织民警深入辖

区学校、社区、车站等场所，向群众大力宣传国家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网络安全法等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律，有效提升广大群众的

关注度与参与度，切实在辖区构筑维护国家安全人民防线。 路素青 摄

这是一起特殊的执行案件，执行双

方当事人是亲父子，到现场阻拦执行的

是申请人的女儿、被执行人的姐姐。4

月22日，南阳市宛城区法院执行干警耐

心地说服申请人的女儿后，将房子腾空

并交付给老人。

申请人谢老汉年逾八十，2004年他

在村子临街处建起上下两层房屋，建成

后由次子小谢夫妻租赁做生意，双方签

订了租赁合同。因为与次子有矛盾，谢

老汉起诉到法院，要求次子小谢搬出该

房屋并支付相应的租赁费。庭审中，小

谢辩称，该房产自己已经出资9万元买

下，也与父亲签订了协议，兄弟姐妹都知

道，但没有提供相应证据。法院判决小

谢夫妻从父亲名下的房屋搬出并支付租

赁费2.1万元。

判决生效后，谢老汉申请法院强制

执行。鉴于双方的亲子关系，执行干警

多次与双方沟通、协调，但父子二人互不

相让。去年，执行干警依法将小谢司法

拘留后，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约定由小谢

的儿子给爷爷10万元，房子给孙子结婚

用。

谁知在此期间，小谢又因为家事与

父亲谢老汉起了争执，导致谢老汉一只

胳膊骨折，谢老汉一怒之下，再次申请法

院强制执行，非要儿子腾空房屋，怎么劝

说也不愿把房子留给儿子、孙子。

为了维护谢老汉的权益，4月22日，

宛城区法院执行干警赶到涉案房屋处，

在公证人员见证下强制腾房，其间被执

行人小谢一直未露面，也联系不上。腾

房期间，案外人谢老汉的女儿前来阻拦，

认为老人不应该逼着儿孙搬出去，还把

儿子告到法院。干警再三劝说，谢老汉

的女儿都置之不理，反而越闹越凶，不但

与自己父亲争吵，还拦着搬家车辆不放

行，继而躺在车头前阻拦。经过干警反

复耐心劝说，谢老汉的女儿不再阻拦搬

家车辆，涉案房产顺利腾空并交付给谢

老汉。（周勤王硕边晓明）

为争一套房产，父子二人对簿公堂
法院强制腾房维护八旬老人权益

4月19日，郑州市金水区北林路街道

办事处开展了以“与平安同行 追梦新时

代”为主题的大型宣传活动，向群众普及法

律知识，积极推进平安建设。

在活动现场，该街道办共设立了10个

咨询台，组织人员解答群众关心的平安建

设问题，并向他们普及有关综治财险、法律

援助、人民调解等相关法律知识，受到社会

各界好评。(兰爽)

宣传平安建设
普及法律知识

涉牌涉证违法
开展专项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