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狠抓“三个方面”
预防冬季交通事故

本报讯 为有效遏制冬季重特大
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和出行安全，新乡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在开展“涉牌涉证”等专项行动
中，针对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实
际，突出交通管理工作重点，积极采取
强有力工作措施，筑牢交通安全防线，
扎实有效地开展冬季道路交通事故预
防工作。一是从宣传教育入手，营造浓
厚的宣传氛围。大队积极组织民警深
入省道沿线的中小学校、幼儿园、交通
安全村、企业单位及客货运输公司等，
通过举办交通事故案例图片展，发放宣
传材料，以预防冬季重大交通事故为主
题全面展开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营
造了良好的舆论宣传氛围。二是从源
头管理入手，坚决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大队把校车、长途客车、公交车、出租
车、低速载货汽车、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作为重点监控车辆，协同交通部门深入
学校、幼儿园、客运公司逐车进行一次
安全检验。三是从路面管控入手，切实
加大秩序整治力度。根据当前道路交
通安全特点，大队把警力向一线倾斜，
确保了大队三分之二以上的警力全部
上路巡逻。 （张 刚）

严把“三道防线”
加强假期廉政建设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
建设，确保民警假期时刻绷紧廉洁自律
弦，新乡市公安局南环派出所纪委紧扣
重点，牢抓关键环节，强化监督机制，严
把“三道防线”全面抓好假期期间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一是严把党风廉政教
育防线。该所认真组织学习上级部门
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廉洁自律各
项制度规定，筑牢反腐倡廉思想防线，
从思想上提高廉洁自律的自觉性。二
是严把领导干部表率防线。假期期间，
领导干部严格落实“一岗双责”，以身作
则，严格执行省厅和市局通知中提出的
各项要求，做到令行禁止。三是严把廉
政监督检查防线。元旦期间，派出所纪
委共出动警力6人次，检查单位5个、辖
区街道10余条、酒店餐饮场所10余家，
有效维护了队伍形象，确保了节日期间
队伍稳定。 （张 坤）

开通涉农绿色通道
快审涉农工资案件

本报讯 张某在刘某工地上干活，
结算工资时，刘某为张某出具欠条一
张，张某拿着欠条多次索要无果后，将
刘某诉至鹤壁市山城区法院。近日，审
理该案件的金融审判庭以依法快速裁
决为原则，根据适用简易程序对本案进
行了公开审理，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
工资7000元。 （李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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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汝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制作两万顶交通安全小黄帽向辖
区中小学生广泛进行发放，确保
学生出行安全。图为该队民警向
学校赠送小黄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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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家住开封的王某来到鹤壁市山
城区检察院，握着检察长的手说:“多亏了
民事行政检察科的几位干警，他们在最短
的时间内化解了我的纠纷，让我们俩的亲
戚情谊又回归到了当初！”

2010 年 8 月 16 日，王某受范某委托买
某工程所需的塑钢材料，收到 5 万元钱后
给范某打了 5 万元的借条。后因两人发生
了纠纷，范某便拿着该借条将王某起诉到
法院。在法庭上，范某认为，王某借了自己
5 万元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王某认
为，5 万元是范某委托他买塑钢材料的钱，
不是他借的。法院受理该案后，鉴于王某
提供的证据不扎实，且王某与范某是亲戚
关系，因此承办法官主动找双方当事人进
行调解，但范某态度非常坚决，法院多次调

解无果。
2012 年 12 月 12 日，王某拿着法院的判

决书来到鹤壁市山城区检察院民事行政检
察科，情绪激动地说法院的判决不公，他苦
苦搜集的证据法院一个都不采信，并判自
己偿还范某 5 万元钱，实在是太冤枉了，希
望检察机关能够给自己伸张正义。

民事行政检察科根据法律规定受理了
该案后，经过调查、询问，检察人员认为山
城区法院的判决在认定事实和证据适用上
并无不当，王某之所以输掉这场官司是因
为没有提供有力的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
依照法律规定检察院应当终止审查该案。
王某在判决生效后一边向该院进行申诉一
边往返于郑州、开封、鹤壁等地苦苦寻找有
力证据。这场官司使本是亲戚的王某与范

某反目成仇。检察人员认为双方当事人只
有达成和解才能彻底解决纠纷，重续亲情，
因此，他们抱着化解矛盾、彻底解决纠纷的
态度，主动找双方当事人调解该案。

检察人员向王某释法说理，让他明白
自己败诉的原因，并且告诉他对于生效的
法律判决他必须执行。然后，检察人员又
多次联系范某，但范某对检察人员均避而
不见，检察人员又通过其他方式找到范某
的丈夫李某，并对李某做了耐心细致的工
作，最后李某同意做自己妻子的工作。

2012 年 12 月底，在检察人员和李某的
共同努力下，范某强硬的态度终于缓和下
来，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和解协议，彻底
解决了该纠纷，往日的亲戚情谊也得以回
归。

“我们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为工资的事找
包工头十几趟了，一直要不来，获嘉县法院这么
快就要来了我们的工资，我们太感动了！”几天
前的一个上午，辉县市几个农民工来到获嘉县
法院握着执行法官的手激动地说。

1月 4日，获嘉县法院执行局收到了 6件农
民工劳动报酬执行案件。承办人浮立平考虑
到将近年关，农民工兄弟盼工资心切，随即电
话联系了申请人，询问被执行人情况。1 月 6
日，执行人员驱车赶到了被执行人姬同振的
住处，两个小时过去了，仍不见被执行人及其

家人。执行人员经四处打听得知，姬同振已
经不在该村居住。怎么办呢？浮立平负责大
新庄乡区域的案件，想方设法找熟人打听情
况。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天上午，一位熟人
打来电话，称打听到了姬同振的住处。接到
电话后，执行人员立刻驱车赶往姬同振的住
处。在承办人的耐心开导下，姬同振答应将
这 6 件农民工工资案件处理好。9 日上午，姬
同振按时将款项交至法院。

6起农民工工资案件仅用了几天时间就顺
利执结了，乐坏了前来领执行款的农民工。

“你好，我是你法院的朋友杜
捷，来我这儿喝茶吧！”法官给一起
借贷纠纷的欠款人打电话时，以朋
友的身份邀请他来喝茶，以免影响
他的信誉。这一人性化的细节感动
了欠款人，他千方百计归还了欠款
及利息。

2011 年 9 月 23 日，做生意的车
红军（化名）向朋友李红（化名）借款
40万元，期限3个月，并约定借款利
率为 3%。3 个月期限到了，李红多
次催要，车红军却拒不返还。

这 40 万元原本是李红买房子
用的，暂时借给车红军使用，一是帮
朋友一个忙，二是还能得到比银行
多的利息。如今买房急着用钱，车
红军却不归还，无奈之下，李红向许
昌市魏都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车
红军及担保人连带偿还 40 万元借
款及相应利息10.4万元。

魏都区法院民二庭副庭长杜捷
受理此案后，遵循诉调对接的原则，
主动了解借贷双方的情况，决定争
取在庭前调解此事。

杜捷没有直接要求车红军来法
院接受调解，怕他身边的朋友知道
后影响其信誉，就在电话里说：“你
好，我是你法院的朋友杜捷，来我这
儿喝茶吧！”

将双方当事人约到其办公室
后，杜捷泡上一壶茶，与当事双方边
喝茶边聊天，设身处地地替他们着
想，寻找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在杜捷的努力调解下，10 多天
后，双方终于达成一致意见：车红军
归还李红本金40万元、利息5万元。
2012 年 12 月 28 日，车红军提着 45
万元现金，在杜捷的办公室里将钱
交给李红。当日中午，双方还在一
起愉快地吃饭、聊天，和好如初。

1月9日上午，桐柏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月河中队民警在巡逻途中听到呼叫
后，及时擒获一名盗窃摩托车的犯罪嫌
疑人，被盗的摩托车被追回。

当天上午 9 时许，桐柏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月河中队民警胡成玉带领几名协
警驾车在辖区内的道路上巡逻，行至
312 国道与站前大道交叉口时，看到一
名骑着摩托车的男子自南向北驶来。那
名男子见到警车后，立即加速驶去。民
警正觉得可疑，又见后面驶来一辆摩托
车，骑车的男子高呼：“截住前面的人，他
偷摩托车了。”胡成玉立即驱车直追，追
出约 2 公里后将嫌疑男子擒获，并从该
男子身上搜出了剪刀、钢钳等作案工
具。民警通过初步讯问得知，该男子宋
某是重庆市人，2012 年 5 月份到桐柏务
工。今年1月9日上午，他溜到城东三里
桥村某村民门口盗窃一辆价值 8000 余
元的“本田”125 型摩托车，被失主发现
并追赶，且恰好遇到巡逻民警。

1月5日，正是“小寒”节气。晚上6时许，正在
值班的三门峡市公安局产业聚集区派出所治安管
理大队的民警王铭帅、潘强接到了110指挥中心的
派警指令：“黄村二组，有两家人打架了！”

王铭帅、潘强赶到现场时，报警人张俊秀躺在
地上捂着脚踝向民警哭诉：“大冷的天，他们不及
时把我家的电送上。不看电视就算了，你们过去
看看，电暖器开不了，孩子咋写作业？”

两位民警安抚着张俊秀，叫人帮忙先把她送
到医院治疗，然后来到隔壁房间。房间里，张俊秀
的孩子正点着蜡烛，边摇晃着腿取暖边写作业。

原来，这天上午，黄村二组的张某想整理自家
地坪，便请来伐木工人陈某和其妻陆某对院里的
树木进行砍伐，操作中，不慎将邻居张俊秀家中的
电线砸断了。张俊秀气愤地上前阻挡陈某、陆某
继续施工，让他们先把电线接通再砍树。张某也

答应赔偿电线损失。傍晚，眼看张某家的树都快
伐完了，张俊秀家中的电仍未接通。张俊秀和丈
夫去质问陈某、陆某，双方发生了激烈争吵，张俊
秀与陆某很快扭打在一起，陆某揪住张俊秀的头
发把她摔倒在地，结果导致张俊秀脚踝、膝盖多处
软组织损伤。

“小寒”天气，北风呼呼刮着，滴水成冰，王铭
帅、潘强看着懂事的孩子很心疼。他们立即叫来
张某和陆某夫妻，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和他
们一起买电线、搬梯子、架线……很快，张俊秀家
的电通了。

第二天，打架的双方在民警的调解下握手言
和。

前两天，张俊秀在丈夫的搀扶下，把一面绣着
“人民警察一心为民”的锦旗送到了产业集聚区派
出所治安管理大队，称民警是他们的“贴心人”。

□记者 张书锋 通讯员 吕淼霞/文图

1 月 10 日下午，李某走进新密市法院立案
大厅，说朋友赵某要立案，但因为肢体残疾行
动不便，赵某自己不能到大厅立案。立案一庭
的工作人员闻讯立即派两人随李某来到楼下，
在汽车中见到了赵某。赵某说，自己因为生育
导致下半身瘫痪，她的丈夫不但不照顾其生活
起居，还另觅新欢，甚至直接将第三者带到家

中。赵某无法忍耐，要求与丈夫离婚。
听完赵某的陈述，工作人员再三询问赵

某，在其确定要立案后，拿来纸、笔以及立案需
填写的表格，指导赵某填写。当得知赵某日常
的生活都是由左邻右舍照顾，没有能力交纳诉
讼费时，工作人员指导赵某写了诉讼费缓交申
请，为其办理缓交诉讼费手续。在办完立案手
续之后，赵某已是泪流满面，一再感谢立案庭
的工作人员。

亲情重续

来自法院的朋友
□记者 王晓磊 实习生 李冉
通讯员 和忠

汽车中立案

打听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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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逻中擒贼
□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闫高明张天良

□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崔发明 李艳菲

□记者马建刚通讯员王娟

□记者 赵国宇 通讯员 王泓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