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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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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 星期五 阴□□记者记者 马国福 办案干警给嫌疑人过生日
我今天来到新县检察院已近中午，一进

院就碰上一检察干警手提一个蛋糕急匆匆
往外走。和记者同行的信阳市检察院政治
部副主任李家银一问，方知这名干警是新县
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刘伟，他要给一个嫌疑
人过生日。这可是个新鲜事，记者决定一同
前往，一探究竟。

路上，刘伟介绍：“张某是某县一个科级
干部，因涉嫌贪污被市检察院指定新县检察
院管辖。我们对其实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他一直对抗讯问，对我们提的问题，只承认
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其实，对案件前期的
侦查摸排工作，我们做得很充分，证据链条
很完整，但他就是不承认。我们的讯问工作
一时进入了死胡同。今天一大早，我忽然接
到他老婆打来的电话，说今天是他的生日，
她能否看看他。”

按规定，嫌疑人被讯问期间不能接见家
属。刘伟将规定细讲给她听，并告诉她讯问
室的湿度、温度会控制得适宜，医生每天会
定时给他量血压、做检查，会24小时待命。

张某有一个幸福家庭，妻子温柔贤惠，

儿子也很争气，父母都 80多岁了，身体还算
硬朗，90多岁的岳母还健在。如果不是因为
他的贪念作祟，今天，全家可能会一起为他
庆祝生日。

记者随刘伟来到讯问室，和讯问室的干
警交流后得知，张某对问题一直采取回避的
态度。

刘伟向检察长陈军汇报，陈军说：“虽然
他现在是嫌疑人，但检察机关一直坚持办案
人性化，今天，我们就简单给他过个生日。”
刘伟暂停了对张某的谈话，去食堂让师傅中
午煮一碗鸡蛋面。新县的生日风俗是生日
那天一定要吃鸡蛋面。

中午，当看见刘伟和干警提着蛋糕、端
着鸡蛋面进入讯问室时，张某有些意外。

刘伟切下蛋糕送到他手上，张某的手微
微抖动着，默默地低头看蛋糕，眼角溢满了
泪水。刘伟再把鸡蛋面递给他时，张某这个
50多岁的人捧着那碗面放声痛哭。

“真后悔当初没能管住自己的贪念，没
能管住自己的手，今天，你们在这儿给我过
生日让我想起每年过生日全家欢聚的时

光。我现在就坦白所有事情，并愿意接受法
律的制裁。我想早点服完刑，然后和家人团
聚。”生日面还没吃完，他就说出了不少有价
值的案情。

刘伟深有感触地说：“这次办理张某案
件，没想到买了个生日蛋糕却让犯罪嫌疑人
立马主动如实交代了数额巨大的犯罪事
实。这让作为办案人员的我有了更多的思
考，我们的执法中如果能够多些理性平和、
多些换位思考、多些相互尊重，就能够节约
办案资源，提高办案效率，法律效果社会效
果会更好。”

一个生日蛋糕、一碗鸡蛋面，感化了嫌疑
人，而这是新县检察院人性化办案的一个缩
影。我了解到，近年来，该院牢固树立“立检
为公，执法为民”理念，在执法办案中坚持以
人为本、以法为本、以诚为本，执法的社会影
响力、亲和力、公信力不断攀升。全县民意满
意率测评，该院一直位居政法系统之首。

本报讯（记者 杨勇）暴雪即将来袭！你是
否准备好了？高速交警提示：高速公路桥梁、
涵洞、立交桥匝道路面，刚下雪时因不接地温
会形成一层冰雪“薄膜”，极易发生车辆侧滑
事故。省高速交警总队近日送来冰雪天气出
行“安全宝典”，为车辆出行护航。

提前预警 周密部署
11月19日，省高速交警总队召集全省高速

交警支、大队负责人，在洛阳召开“全省高速公
路冬季保通暨交通安全管理重点工作洛阳推
进会”，对冰雪天气保通措施作专项部署。

11月 20日、21日，公安部、省公安厅又分
别对冰雪天气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专项部署，
加强冰雪恶劣天气应急管理，做到早预警，早
发现，及时管控，要求加强冰雪保通融雪物资
装备储备工作；对重点路段重要节点重点巡
逻重点值守；加强巡逻管控和多渠道宣传提
示，让车辆在冰雪天气中减速行车；加强省际
沟通协作。

七个“到位”全力保通
根据省领导和省公安厅领导的指示，高

速交警已全面做好恶劣天气应急准备工作，
采取“七个到位”，确保全省高速公路安全、有
序、畅通。

“七个到位”分别是：预警到位，八种途径
实时播报路况信息；科技到位，织就智能“天
网”，全省高速公路尽收眼底；联动到位，应急
处置，全省响应；物资到位，积极协调督促，落
实融雪除冰物资；措施到位，三级管控，确保
全省高速平安通行；处置到位，做到“四快两
防”，推行“互碰自赔”；责任到位，做到实时监
控、及时管控、即时开通。

温馨提醒 实时播报
高速交警提醒，雪天行车高速应采取以

下措施：
降低车速。按情报板及标志牌上预告的

车速行驶，或者以50公里左右的速度行驶，有

利于防止车辆侧滑，缩短制动的距离。加大
行车间距。雪天行车间距应为干燥路面的 2
至3倍。沿着前车的车辙行驶，一般情况下不
要超车、急转弯和紧急制动。

需要停车时，要提前采取措施，多用换
挡，少用制动，并可以利用发动机的制动作用
来控制车速，力求防止各种原因而造成的侧
滑。

在冰雪弯道或坡道上行驶时，提前减速，
一气通过，避免途中变速、停车或熄火。

路面结冰时，应将车辆立即驶到服务区
或停车区，及时安装轮胎防滑链或换用雪地
轮胎。

高速交警总队将及时通过广播、电视、报
纸、网络等新闻媒体向社会发布高速公路通
行信息。司机还可以拨打高速交警总队报警
服务电话 0371-68208110 咨询，或通过登录

“河南高速公安”微博微信、河南“高速警民
通”客户端、河南高速交警网等查询高速公路
通行信息。 （线索提供 杨军政）

2015年的第一场大雪快来了，冰雪天气车辆咋出行？

高速交警送来“安全宝典”本报商丘讯(记者 何永刚 通讯
员彭景元牛杰)11月19日下午，商丘
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了原告冉某隆诉被告开封市人民政
府、开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第三
人梁某正办理房地产登记一案。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
合议庭对该案进行了审理，审判长由
该院党组书记、院长孙同占担任，该
院分管行政审判工作的副院长、行政
庭庭长分别担任审判员。本案原告
冉某隆的诉讼代理人，被告开封市人
民政府、开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
其诉讼代理人，第三人梁某正的诉讼
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开封
市人民政府、开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分别委派该市一名副市长、该局一
名副局长到庭答辩。

该涉案房产位于开封市鼓楼区
鼓楼新天地山货店步行商业街 14
号楼 B 段单一层自南向北 × 号。
2015 年 4 月 15 日，第三人梁某正与
开封市大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
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以 217000
元价格购买涉案房产。2015年 5月
22日，第三人持商品房、经济适用房
国有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预登记及
房屋确权登记证书等相关材料申请
房地产转让登记。在缴纳有关契税
及费用后，被告为第三人办理了汴
房地产权证第 34245××号房地产权
证。原告认为其本人已与开封市大
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达成该涉案
房产的购买意向，且已交付了全部
房款，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
法权益，遂诉至该院。

庭审在审判长孙同占主持下依
法开庭。原告起诉，请求法院依法
撤销被诉房地产权证。被告开封市
人民政府、开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作了答辩，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
告诉讼请求。第三人梁某正与被告
意见一致。

在法庭的组织下，原、被告及第
三人就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了充分
质证，就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被告的
答辩理由进行了充分辩论。原、被
告在最后陈述中均坚持原诉讼请求
和原答辩观点。

审判长孙同占宣布休庭，待本
庭合议后定期依法公开宣判。

院长审理“民告官”案
副市长到庭答辩

老人去世未留遗嘱
叔侄分割遗产惹纠纷

“你好，我是黄河路社区的居民，想让您
帮忙调解一起遗产继承纠纷……”2015 年 3
月 10 日一大早，张民安迎来了一位风尘仆
仆的老人。这位老人叫刘志（化名），是河
南省人民医院的退休职工，从黄河路社区
慕名而来。张民安热情接待了他，听他讲
起了他与两个侄女刘红颜、刘红美（化名）
之间因为母亲遗产引发的继承纠纷。

原来，刘志的父亲、母亲分别于 1942 年、
2005 年病故，胞弟刘忠（化名）于 1976 年病
故。刘忠育有二女，分别是刘红颜、刘红美，

“母亲所有的房改房，还有银行的几万元存款
都是遗产，但因为母亲未留遗嘱，遗产一直未
处理。”刘志说，因为弟弟刘忠去世得早，两个
侄女一直跟着弟媳生活，自己觉得有义务照
顾两个侄女。他去年退休后，就一直想把母
亲留下的遗产以法定继承的方式与两个侄女
进行分割。“但两个侄女对母亲遗产的数额一
直与我有争议。”刘志为难地说，双方既不愿

意走司法程序打官司，又不想去做公证，这件
事情就一直搁置下来了。

听了之后，张民安决定帮这位老人处理
好这件事。但因为刘志不是俭学街社区的
居民，他所申请调解的事项并不归俭学街
民调委管辖。于是，他随即向金水区司法
局提出请示。第二天，金水区司法局同意
指定俭学街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
解，民调员张民安、蒋根成受理调解这起遗
产继承纠纷。

电话+邮件+微信
纠纷终得化解

3 月 20 日，张民安、蒋根成两位民调员
开始搜集老人死亡证明、房产证、存款证
明、双方户口信息等各方证据。因刘红颜、
刘红美两姐妹与大伯刘志从未在一起生
活，两姐妹对遗产继承一直有所顾忌，怀疑
刘志另有所图。张民安一直通过电话反复
与刘红颜、刘红美沟通，打消她们的顾虑。
直到 9 月份，双方通过电子邮件、传真等才
完成了各方证据的搜集，调解程序正式启

动。
因两姐妹远在北京且工作繁忙，无法面

对面接受调解和作笔录，为了不影响双方
的正常生活秩序，张民安决定借助网络平
台完成各项笔录内容。他组建了由刘志、
刘红颜、刘红美和自己组成的微信群，以微
信聊天的形式进行调解。“我们的聊天记录
有几千条，加上上千条语音消息，总算在网
上完成了调解。”张民安说。网上完成调解
只是第一步，张民安还必须将对话整理成
法定格式的笔录或协议，征得各方同意后
才能定稿。“我将电子版传给刘红颜、刘红
美，她们在北京打印并签字按手印后邮寄
给我，我再转交给刘志签字按手印，这样才
有法定效力。”张民安边说边向记者展示了
长达 57 页的微信聊天记录。

终于在 10 月 16 日，双方达成了调解协
议，同意将刘志母亲的遗产按照 50%、25%、
25%的比例进行分割。11 月 4 日，到郑州出
差的刘红颜、刘红美同刘志一起到金水区
法 院 申 请 了 司 法 确 认 ，拿 到 了 民 事 裁 定
书。至此，这起遗产继承纠纷得到了圆满
解决。

巧借“电话+邮件+微信”等

民调员调结跨省遗产继承纠纷

□记者 董景娅

11月20日，由方城县人民法院
在方城县人民武装部设立的维护
军人军属权益社会法庭揭牌成
立，方城县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
付令、县人民武装部部长郑建武为
维军社会法庭揭牌。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程远景 王民摄影报道

11月19日，鲁山县法院巡回审
判庭将法庭搬到了县城南部某村村
委会，就一起赡养纠纷案件开展巡
回审判，闻讯赶来的近百名群众旁
听了庭审。庭审结束后，法官对当
事双方进行了调解。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万亚娟 刘志强摄影报道

“我们姐妹俩很感激，现在，事情得到了圆满解决，我们和大伯的感情恢复
如初……”11月17日中午，在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街道办事处俭学街社区人民
调解委员会调解室，68岁的民调员张民安收到刘红颜（化名）发来表达谢意的微
信。张民安长舒了一口气：这起从3月份就开始忙活的遗产继承纠纷，终于得以
圆满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