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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中院组织召开党组中心组“三严三实”第二专题学习研讨会

本报讯（通讯员 陈东）9月25日上午，周
口中院组织召开党组中心组“三严三实”第二
专题学习研讨会，围绕严于律己，严守党的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进行专题交流研讨。周口市中院党组书记、院
长李志增出席会议并讲话，在家的院领导、专
职审委会委员、副处级审判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与会人员分别对深入对照严以律
己，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遵守情
况，从认识与体会、问题与反思、思路与打算
三个方面做了交流发言。

对于大家的发言，李志增指出，学习研讨
组织的很好，通过发言充分说明，大家对“三
严三实”主题教育活动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学
习领会，对照查找的问题准确到位，制定整改
的措施具体明确。

就严于律己、严守纪律，李志增强调，“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的延展深化，体现了党中央坚持不懈推
进从严治党的决心和态度，也为加强人民法
院思想政治建设、纪律作风建设提供了重大
契机和机遇。要通过组织专题学习研讨、开
展专题民主生活会，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深入查摆“不严不实”问题；要抓好整
改落实和立规执纪，建立有效管用的制度，及
时督促整改。

对于下一步专题教育活动的开展，李志
增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把严守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作为教育活动的首要目标。最近，
中央多次强调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
此全体党员干部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自觉
遵守法律、党章、各种决议等规范性文件，自
觉遵守党在长期工作中形成的工作传统和惯
例，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清醒人、规矩人。二

是要把“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干在实处，走在
前列。干在实处就是结合法院工作实际，牢
固树立审判执行第一要务的思想，以实实在
在的行动，以披肝沥血的精神，从制约和影响
审判执行工作的地方改起，从推动和促进审
判执行工作的地方做起，着力提升审判执行
工作；走在前列是指以问题清单为载体，坚持
问题为导向，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
时，紧盯先进，明确方向，学先进、找差距，通过
比、学、赶、超，走在前列。三是要切合实际，把
具有法院特色的党风廉政建设抓实、抓好。以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坚持党风廉政建
设常抓不懈，纪检监察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变被动接受线索为主动出击，围绕审判节点，
发现、查找问题，针对审判执行中发现的倾向
性、苗头性问题，坚决抓早、抓小、抓苗头，通过
严查严处，切实起到警示教育作用。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清醒人、规矩人

本报讯（通讯员 孙涛）为进一
步搞好郸城县法院涉军维权工作，
更好地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在
院党组的高度重视下，该院积极学
习“汤阴经验”、“信阳模式”。今年
7 月底，该院召开了涉军维权工作
座谈会。经过座谈交流，针对部队
领导提出的合理化意见和建议，及
时出台了涉军案件绿色通道制、回
访制度、交办督办制度、工作信息
通报制度、审判管理制度等项制
度；制作桌牌，将涉军案件领导小
组和合议庭成员名单、联系方式、
合议庭职责印制在上面，以简约、
明了的方式为军队、军人、军属维
权提供了方便；统一涉军案件信息
登记表，规范案件流程管理和立案
统计工作。目前，该院涉军维权工
作正在逐步走向完善，宣传力度逐
步加大，军人军属维权意识逐渐加
强，干警服务宗旨不断提高。借鉴

“汤阴经验”,重点从以下方面抓起：
一、增强工作责任心和使命感，

牢固树立“涉军案件无小事”的理
念，加大宣传力度，深入推进审判

“五进”活动，通过法律服务、法律咨
询，增强军人军属的维权意识，让群
众对法院涉军维权工作有更多的了
解，聘请转业、退伍军人、军属为陪
审员，参与涉军案件的审理；不定期
到部队进行法制讲座，积极开展送
法进军营活动；完善军地协调机制，
加大涉军维权小组与驻军部队的联
系，争取部队的理解与支持。

二、加强涉军维权审判队伍建
设。力争做到全院总动员，在各业
务庭确定政治过硬、业务精通、经
验丰富、作风优良的业务骨干作为
专职员，充实涉军维权审判队伍。
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参加业务培训，
加强沟通与协调。

三、深入扎实做好调解工作。
四、积极开展司法救助和法律

援助，解除部队和军人的后顾之忧。

本报讯（通讯员 孙涛 曹磊）近
期，郸城县法院全面落实周口市中
院李志增院长对执行工作“三个到
位”工作要求，坚持做到执行措施
到位、执行程序到位、执行结案方
式到位。积极采取公布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张贴大头贴、执行信息
网上公开、移交公安追究拒不履行
法院判决、裁定罪等有力措施，效
果显著。

公布“老赖”名单，强化社会监
督。该院通过全国法院执行案件
信息管理系统、法院网等媒体，及
时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社
会力量共同参与，限制被执行人高
消费。自采取该项措施以来，先后
有 87 件案件被执行人主动到法院
还清欠款、履行义务，要求结案。

加大打击力度，追究“老赖”刑
责。该院积极与公安机关结合，对
部分被执行人有能力而拒不履行，
恶意躲避、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
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
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等行为，先后有
8起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有3名被执
行人被依法判处相应处罚，有力打
击了“老赖”的嚣张气焰。

实施司法救助，化解社会矛
盾。该院积极采取司法救助措施，
帮助申请人解决实际困难，减少矛
盾激化，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今年
以来，共发放司法救助款 21 万余
元，为17位申请人解决了生活实际
困难。

加大化解力度，妥处涉执信
访。为了彻底化解涉执信访案件，
该院成立了有一把手牵头，主抓信
访和执行工作的两位副院长具体
负责的化解涉执信访案件领导小
组。自 4 月份以来，该院共妥善化
解涉执信访案件13件，均做到处理
及时，问题解决，信访人满意的效
果，无一起新涉执信访案件发生。

强化内部管理，提高执行质
效。该院结合全市法院开展的办
案标兵评比活动，积极鼓励干警多
办案、办好案，提高办案质量和效
率。该院在采取“三个到位”措施
以来，共执结各类案件728件，实际
执行到位 449 件，执结到位率为
61.7%。执结标的780余万元，清除
积案 178 件，有效缓解了涉执信访
工作压力，执行工作进入良性循环
新常态。

本报讯(通讯员 杜鑫 张启）为
贯彻落实省关爱“三留守”人员联
席会工作精神，响应县妇联“千名
爱心家庭牵手千名留守儿童圆梦
微心愿”活动，进一步做好农村留
守儿童关爱工作，沈丘县法院通过
开展招募爱心家庭和圆梦“微心
愿”活动，向留守儿童传递了法院
的关爱之情，传递了社会正能量。

自活动开展以来，该院广大干
警积极响应，两天内就有十几个爱
心家庭踊跃参与，并共同填写了爱
心家庭报名表，宣读了爱心家庭誓
词。同时，志愿爱心家庭还与留守
儿童面对面交流，倾听孩子们的

“微心愿”，详细询问他们的学习生
活情况和存在的实际困难，并为他
们送上了价值 1000 多元的文具和
图书，让孩子们切实感受到社会大
家庭的关爱。

该院还将按照“圆梦微心愿”
活动方案，将这种关爱“正能量”无
限传递下去，努力为全县留守儿童
营造一个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切
实增强他们的社会归属感和生活
幸福感。

本报讯（通讯员 邹鹏举 娄本升）9
月 18 日，扶沟县法院审结一起故意伤
害案，一审判处刘大红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刘大青犯故意伤
害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

刘大红与刘大青系堂兄弟。2 月
19日 13时许，刘大红的父亲刘世学因
在院外厕所小便与刘大青的妻子李清
花发生口角，刘大青闻讯后赶回家中，
与刘世学发生厮打。刘大红拿砖头砸
伤刘大青的鼻子，刘大青拿砖头砸伤
刘世学的头部。经扶沟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法
医鉴定，刘大青属轻伤二级；刘世学也属轻伤二
级。案发后，俩人就民事赔偿部分已达成协议，

刘大青赔偿刘世学人民币 500 元，双方互相谅
解。另查明，刘大青于 2003年 4月 24日因故意
伤害罪被扶沟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郸城县法院
“三个到位”治“老赖”

郸城县法院
搞好涉军维权工作

沈丘县法院
关爱留守儿童
塑造美丽人生

本是堂兄弟 互殴为哪般

这些年来，刘凯审理了大量的各类民商事
案件，都始终坚持以法律为准绳，公正司法。
同时，为了实现化解社会矛盾的目标，刘凯都
耐心做好各方当事人的工作，争取使双方达成
和解，真正做到案结事了。民事纠纷纷繁复
杂，不同的矛盾处理点大不相同，沟通好了，增
加了相互之间的理解与互信，矛盾也许就能迎
刃而解。如，在审理李某与某食品公司提供劳
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中，双方就赔偿标准的
问题争议较大，面对该情形，刘凯认真分析案
件情况，主动与双方当事人及委托代理律师联
系，约其到中院接待室共同分析案件，让他们
充分表达各自的想法。经过几天的深入交流，
双方当事人的心结也最终得以解开，最终，该
案件得到圆满调解。

在审理孙某与武某、位某、某财险公司河南
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及孙某与马某
某、某财险公司河南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中，因武某的儿子武某某驾驶摩托
车，不慎追尾撞在了停放在路边的孙某所有的

货车后部，造成武某某当场死亡、乘车人马某某
受伤的交通事故，一审法院判决车主孙某承担
30%的赔偿责任，孙某不服原判，向中院提起上
诉。一起交通事故引起的两个诉讼案件，孙某
认为承担责任过大，经多次向各方当事人做调
解工作，使得两个案件双方当事人在庭外均达
成调解意见，后来孙某两个案件均撤回上诉，该
两案得到妥善解决。

在审理赵某某与某保险公司河南分公司保
险合同纠纷一案中，赵某某在保险公司购买有
人身意外险，在保险期间赵某某发生交通事故，
后经司法鉴定构成八级伤残，一审法院判决后，
保险公司认为赵某某的伤情与保险合同中残疾
程度等级表的约定不一致，原审认定赔偿数额
过高向本院提起上诉，原审因需要对赵某某的
伤残进行鉴定所以审判周期较长，刘凯在收到
二审材料后，及时通知双方开庭时间，在调解不
成的情况下，于庭后第三日向双方送达了二审
判决书，赵某某对二审法院的高质高效非常满
意，向劳保庭及合议庭各赠送了一副牌匾。

用心办案案不难
——记周口中院办案标兵审判员刘凯

通讯员 徐林/文图

周口法院系统办案标兵巡展之十三

刘凯，2002年大学毕业后到川汇
区法院工作，分配到民事审判庭，历
任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副庭
长。2010年考录到周口市中级法院，
当时分配到民事审判第一庭从事民
事审判工作。丰富的基层工作经历
及长期从事民事审判工作经验，使其
很快成为审判工作的行家里手、民事
审判的业务骨干，连续多年办案数量
位列前茅。2015年4月中院实行双向
选择后，刘凯调入劳动者权益保护审
判庭工作。2015年7月、8月，连续两
个月名列办案标兵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