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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平县检察院做好“加减乘除”四算法——

让“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落到实处

“揪心事”变成“暖心事”
唐河县检察院司法救助机制助力脱贫攻坚战

平舆县十字路乡

“流动调解团”入村化解矛盾纠纷

4.8万元失而复得

“你好，我们是西峡五里桥派出所

民警，因王某涉嫌诈骗现需带走调查。”

近日，在西峡县人民法院执行干警开展

的集中执行活动中，一民间借贷纠纷案

件的被执行人王某刚履行完案件，就被

警方带走。

据悉，原告王甲与被告王乙系朋

友，2018年被告向原告借款2万元，期

限一年，其间被告陆续还款，下欠3200

元原告讨要一直未果，王甲遂将王乙诉

至法院。经审理，法院判决王乙十日内

偿还原告王甲3200元。判决生效后，

王乙无视生效判决文书，王甲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干警多

次联系王乙，但王乙电话始终无法接

通，到其居住地查找也未见人。据申请

人反映，王乙系无业游民，居无定所，但

经常驾驶登记在他人名下的奥迪车。

干警利用凌晨大执行行动，前往王乙一

处房屋，意外在其居住楼下发现了该奥

迪车，后排座位上还放着鲜花和礼物。

当干警敲开王乙家门时，睡意蒙眬

的他一脸诧异。询问过程中，王乙称奥

迪车是亲戚的，现身无分文，宁愿被拘

留也不还款。干警随即勒令王乙拿出

手机，查看其微信及支付宝余额、交易

明细。令干警惊讶的是，其手机注册多

个微信账号，但余额都为零。提及多个

微信账号，王乙支支吾吾。干警遂将车

辆扣押，并将其拘传至法院，欲对其采

取强制措施。

见此，王乙赶紧联系其母亲代为交

纳执行案款，该案执结。但因怀疑其涉

嫌电信诈骗，执行干警联系了公安民

警，不承想公安民警正在查找其下落。

目前，王乙因涉嫌诈骗已被警方刑

事拘留。 (杨萌)

1月8日，兰考县南彰

派出所举行退赃仪式，将

破获诈骗案件中追回的

4.8万元全部退还给受害

群众。

“警察同志，真是太感

谢你们了！时间隔了这么

久，没想到被骗的钱还能

追回来。”在退赃现场，拿到

失而复得的资金，受害人

李某激动不已。

事情追溯到2018年，

南彰派出所接到报案称，

有人以假冒银行工作人员

设立银行助农取款点为

由，骗取设备安装费。对

于诈骗类案件，最重要的

是与犯罪分子争时间、抢

时间，南彰派出所组织警

力迅速出警，到达现场进

行梳理，第一时间采取紧

急措施。

由于涉案资金流向较

广、受害群众较分散，给案

件增加了难度。但南彰派

出所全体民警坚定决心，对

该案多次进行分析研判，最

终将涉案嫌疑人抓获归案，

受害群众被骗的4.8万元

全部被追回。鲁航文/图

近年来，遂平县检察院认真贯彻落实

高检院关于“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做好“加减乘除”四算法，解

决好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在制度保障方面做“加”法，打牢实施

基础。遂平县检察院更新工作思路，研究

制定《“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工作办法》，

建立了联络员制度、双告知制度等基本制

度，保证该项工作有序开展。建立领导办

信制度，该院坚持群众来信一律由检察长

阅批，出台《领导干部办理群众信访案件

工作规定》，制作领导办信台账，领导参与

办信率为80%以上。建立督办通报制度，

坚持开展周统计、月通报、季讲评制度，每

月初将群众来信办理台账和领导干部办

信台账在院机关电子显示屏公示，形成浓

厚的办信氛围。

在冗杂程序方面做“减”法，减轻群众

诉累。主动转换角色，以群众视角审视检

察工作，对信访程序重新梳理，对不需要

当面了解的问题全部采取短信、电话形式

沟通；将受理、办理、答复、回访环节的文

书统一归类，对其中必须由当事人签字确

认的文书进行整合，尽量减少群众跑腿签

字的次数。主动便民利民，积极向群众宣

传12309中国检察网等各类检察服务，引

导群众使用网络、电话等方式反映问题和

表达诉求。

在部门联动方面做“乘”法，做好实体

答复。努力克服非控申业务部门对办理

群众来信认识有偏差、配合难度大、实体

性答复环节效率低下等问题，整合各部门

力量形成全院“一盘棋”，真正提升质效、

发挥“乘数效应”。更新陈旧观念，多次召

开院务会学习上级关于“群众来信件件有

回复”工作的指示要求，树立“部门都是办

信窗口、人人都是办信责任人”的新认

识。在办信过程中如遇到需部门配合的

情况，负责办信的第五检察部可直接联络

相关部门召开联席会，建立“绿色通道”提

高办理效率。院党组成立检察长任组长

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每两个月听取一次

工作汇报和办信情况通报，并提出指导性

意见，保障制度落实。

在消解隐患方面做“除”法，促进和谐

稳定。坚持用心办信，提升发现信访案件

隐患苗头的敏锐性，主动寻求途径消解信

访隐患，提升舆情控制敏锐性。对律师来

信、重大关切案件当事人来信等特殊案件

保持高度敏感，在程序合法前提下办案人

员全力协调迅速办理，严控舆情风险。提

升线索发现敏锐性。在办案中主动关注被

害人生活收入、因案致损等情况，用好司法

救助工具，传递检察关怀、消除信访隐患，

基于来信来访发现线索并开展司法救助5

次，发放救助金10余万元。（霍力曹源源）

“检察院救助我，把揪心事变成了暖

心事，打心眼里感谢检察官们！”1月11

日，唐河县大河屯镇邢李庄村69岁的郝

大奶拉着前来回访检察官徐志峰的手，激

动得老泪纵横。

2020年1月3日，郝大奶的丈夫马

某驾驶三轮车在道路上行驶时，被陈某

驾驶的小型面包车撞上，致使马某车辆

受损，马某当场死亡。犯罪嫌疑人陈某

从案发到审查起诉阶段，没有给予任何

赔偿。

当年10月，唐河县第五检察部检察

官徐志峰、韩兰英在履职中发现，郝大奶

今年已69岁，体弱多病，丧失劳动能力，依

靠马某微薄的种地收入维持生活，家庭无

其他收入来源。马某的死亡，使郝大奶的

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境，属于因案致贫。

该院第一时间启动司法救助程序，

向该院刑事检察部门、申请人所在地村

委及扶贫部门核实了解并调取相关材料，

经审查认为该申请人符合国家司法救助

的情形，依法作出对其司法救助的决定，

向其发放了司法救助金8000元。

去年以来，唐河县检察院把司法救

助作为服务脱贫攻坚战的政治任务，制定

了《唐河县人民检察院内部联动司法救助

工作办法》《唐河县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

贫困当事人国家司法救助力度助推脱贫

攻坚的实施方案》，明确检察机关参与司

法救助的适用范围和工作程序，防止因案

致贫、因案返贫、因案增贫。

开辟救助绿色通道。该院对无法通

过诉讼或者其他途径获得补偿、赔偿，生

活发生严重困难的贫困户，开辟优先评

估、加快审批节奏的“绿色通道”，把司法

救助职能向前后延伸，在批捕阶段、公诉

阶段、申诉阶段办理司法救助，实现了救

助工作从被动等案件上门为主到主动排

查、挖掘救助案源的转变。

积极探索“检察+N”救助模式。探索

构建检察机关先行救助、政府有关部门主

导社会救助、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捐助的

“检察+N”多元救助模式，引入法律援助、

社会保险、民政救助、城乡低保、教育基

金、农村五保等社会救助力量，形成“一经

启动、全盘响应”的工作局面。

与此同时，该院还实施联动机制拓

展救助案源。加强与县扶贫办的联动。

建立与县扶贫办的沟通对接制度，重点围

绕近年来已进入检察环节或者检察监督

程序的各类案件当事人，开展全面的司法

救助线索排查活动。加强与内部办案部

门的联动。建立司法救助与刑检、民行、

未检等部门的协作配合，着力强化司法救

助案件的线索发现、移送和办理。加强与

专项活动的联动。结合“一乡一检一员”

涉农检察专项活动，涉农检察专干在下乡

开展工作中，把因案致贫、因案返贫被害

人的司法救助线索发现作为一项重要工

作内容。

截至目前，该院共收集司法救助贫困

当事人案件线索8件8人，已救助6件6

人，其中涉及未成年人3人，共发放救助资

金5万元。全县贫困户被害人当中没有一

起因案致贫、因案返贫现象发生。

（牛凌云）

1月9日，商水县巴村镇胡集村普法宣传员刘建民（左三）在金银花种植合作社门前

组织村民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典》自今年1月1日起实施。为做好宣传

工作，该县司法局将印制的2万多本《民法典》赠送到全县各机关单位、学校、企业和500

多个行政村，并通过司法人员、普法宣传员、人大代表和乡村干部对群众进行广泛宣传，

使《民法典》家喻户晓。 乔连军摄

去年以来，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通

过审执良性互动，建立排除人情干扰机制

和完善协助执行机制，提高案件执结率，

执行工作呈现出执行和解多、自动履行多

的良好局面。

该院注重审执结合，通过加强内部协

作，把兼顾执行贯穿于审判工作的全过

程，在审判过程中突出调解，裁判文书中

注重说理，认真做好当事人的服判息诉工

作。同时，不定期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汇报、通报执行工作情况；对一些有重大

影响或疑难案件，邀请他们全程跟踪监

督。充分发挥协助执行联络员熟悉当地

社情民意、了解居民财产情况等优势，向

法院提供执行线索、协助文书送达、协作

和解等，共同开展执行。

截至目前，该院共执行和解490余

件，和解执行率达60%以上，涉案标的近

2000万元，当事人已自觉履行1700余万

元，案件自动履行率为80%以上，且无一

起矛盾激化和涉执信访案件发生。

（薛莉娜）

漯河郾城区法院

执行案件注重和解

为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近日，封丘县司法局按照司法行政系统以

案促改工作的要求，对照党章党规认真检

视问题，采取四项措施，狠抓整改落实，以

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

精心筛选典型案件。以发生在司法

行政系统的典型案例为警示，要求全体党

员干部牢固树立预警观念，以案为鉴，从

典型案例中举一反三、防微杜渐。

逐案剖析问题原因。对于纪委监委

通报的典型案件，逐案剖析案件发生的深

层次原因，列出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

清单，找出症结及监督管理漏洞，形成靠

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长效机制。

认真抓好整改落实。要求各部门结

合案件整改工作，通过召开警示教育会

议、开展廉政谈话、构建风险防控体系、完

善规章制度等方式，切实抓好整改落实。

着力健全长效机制。把一体推进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案促改工作同构建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体系、廉洁风

险防控体系、纪律审查责任体系工作结合

起来，建立坚持标本兼治推进以案促改常

态化制度化工作机制。 （蔡庆军）

近日，平舆县十字路乡秦庄村的秦

老汉终于去了心病，三个儿子因养老产

生的纠纷，经乡里的“流动调解团”进村

调解后得到了妥善解决。这是该乡在开

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活动中，对排

查出来的突出矛盾纠纷，组织相关部门

人员入村联合调解后带来的成效。

入冬以来，该乡开展了“一村一干一

警一员”矛盾纠纷大走访、大排查活动，

对排查出来的问题和矛盾纠纷，能当场

解决的由排查人员会同村、组干部现场

调处解决。针对个别问题突发、疑难纠

纷和涉法信访案件，该乡成立了由综治、

司法、信访、民政等相关单位成员组成的

“流动调解团”，入村现场办公，联合调处

解决。对属于婚姻、赡养、继承等财产及

经济纠纷的，“流动调解团”以司法、民政

人员为主，运用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

民调解三大调解功能，法理相济给予调

处。对属于土地及宅基纠纷方面的矛

盾，“流动调解团”以司法、村建中心等人

员为主，入村联合办公现场解决问题。

同时，“流动调解”实行了乡领导干部包

案件、包调处、包回访、包稳定的“四包”

责任制，提高了调解成效。

该乡“流动调解团”入村现场办公，

让群众少跑了腿，提高了办事效率，减少

了上访案件。至目前，已调处各类矛盾

纠纷23件，有力地促进了乡村和谐稳

定。（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盛德劭）

近日，河南省地方铁路公安局郑州

分局紧紧围绕公安局中心工作部署，精心

组织，多警联动，明确工作目标，细化工作

措施，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河南省地方铁路公安局郑州分局主

要领导高度重视，靠前指挥，坚持“有黑除

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的工作思路，强

化工作措施，加强警种配合，组织刑侦、治

安和派出所民警深入辖区公司、站段及沿

线村庄，扎实开展涉黑涉恶线索滚动摸

排，提高铁路沿线见警率；广泛发动群众、

依靠群众、鼓励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

罪线索，加强巡逻防范，扩大宣传声势，进

一步打压犯罪活动空间，切实营造家喻户

晓、严打黑恶的浓厚氛围。(子玉)

“法官，我考虑了很久，决定再给孩子

爸爸一个机会。”近日，张某来到浚县人民

法院小河法庭要求撤回对丈夫赵某的起

诉。

张某与赵某属于自由恋爱，两人育

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2016年，赵某外

出打工，其间生活不检点，张某知道后坚

持要离婚。赵某不同意，张某起诉到法

院要求判决离婚，并要求抚养婚生女。

承办法官在开庭前了解到，双方父

母及子女都表示希望二人能够和好，恳

请法官做劝说工作。在对二人的调解

中，承办法官提出给予双方当事人一个

月的冷静期，鼓励双方继续共同生活，

双方均表示同意。

几天后，张某主动找到承办法官，

要求撤诉。张某称回去后二人进行了

长时间的沟通，赵某承诺会改正以前的

错误，做个好丈夫。为了孩子，张某决

定给赵某一次机会，一个即将破裂的家

庭得以挽回。

（本报记者艾德利 通讯员张香玲）

辗转两省10多个地市，历经一年多

的艰苦侦查，日前，河南省中原油田公安

局民警成功侦破2019年国家“一级建造

师执业资格”考试濮阳油田考点组织考

试作弊案，涉案的40余名犯罪嫌疑人全

部被抓获归案。

2019年9月21日，办案民警以案发

地一名“替考枪手”为线索，抽丝剥茧，梳

理案情，查明犯罪嫌疑人张某阳等4人

在2019年国家“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

考试濮阳市油田第十三中学考点，组织

考生跨江苏、河南两省10多个地市为

30余人多次替考作弊，非法所得共计

48.65万元。

办案民警克服工作头绪多、涉案范

围广、抓捕难度大等困难，冒着疫情的风

险，缜密侦查，不放弃任何一个线索，先

后组织了20余次的抓捕和劝投工作，涉

案的 40 余名犯罪嫌疑人先后到案。

2020年12月30日，在主犯张某阳零口

供的情况下，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依

法对张某阳、肖某刚、祁某磊、王某亮等

4人犯组织考试作弊罪进行了一审判

决，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3年1

个月、3年和2年11个月，共追缴张某

阳、肖某刚、王某亮3人非法所得48.65

万元。

目前，该案已有9人被分别判处不

同刑罚，其余涉案人员正在进一步诉讼

中。 （卢建永）

法官倾情调解
夫妻冰释前嫌

封丘县司法局
深化以案促改
推动从严治党

1月7日，新郑市公安局交警五中队来到343国道沿线村庄城关乡薛庄村开展以“知

危险会避险，安全文明出行”为主题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了村民的交通安全

意识，让平安春运深入民心。 刘文君 摄

河南省地方铁路公安局郑州分局

强化措施 严打黑恶犯罪

组织考试作弊
九人被判刑罚

拒不执行被拘传
又涉诈骗获刑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