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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唐玉吉 朱明清）为进
一步推进全区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向
纵深开展，按照市、区创建文明城市指挥
部工作要求，全面落实环境卫生综合整
治工作，6 月 1 日上午，周口市川汇区法
院党组书记、院长刘俊荣带领全体领导

班子成员来到庆丰街马五团烧烤店责任路
段进行实地考察。

考察中，刘俊荣对发现的出店经营、
占道经营、临街商户门头牌匾不规范、随
意张贴小广告等问题和班子成员逐一商
讨对策。刘俊荣院长强调，要按照《川汇

区创建省级文明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责任分
工表》的要求，以此次创建工作为契机，加
强与办事处的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解
决市容市貌、小街小巷存在的“脏乱差”问
题，努力打造干净、卫生、整洁的居住环境
和生活环境。

5 月 30 日，周口市川汇区第
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五
次会议，川汇区法院魏建、张艳
霞、闫海等8名法官分别被任命为
庭长、副庭长，并进行了任职宣
誓。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梁显学向
区法院8名法官颁发任命书。

梁显学说，希望新任命的同志
加强学习、努力工作，廉洁自律，
公正司法，自觉接受监督，不辜负
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期望，认真
履行职责，坚持公正司法和依法
办案，以实际行动体现司法为民、
司法便民、司法护民的服务宗旨。
通讯员 马殿力 唐玉吉 摄影报

道

夫妻之间 信任为先
本报讯（通讯员 邹鹏举 李丹丹）近日,

扶沟县法院审结一起离婚纠纷案，一审判决
不准梁某与朱某离婚。

梁某、朱某经人介绍，于 2007 年 5 月 25
日登记结婚，2008 年 2 月 1 日生育一男孩。
婚后夫妻感情一般，后二人到郑州做生意。
2014年10月份，二人因琐事生气，梁某回娘
家居住。2014年10月12日，梁某、朱某达成
和好协议，其二人在郑州继续做生意，期间
梁某因怀疑朱某与其他女人有关系，夫妻间
存有间隙，后因家务琐事生气，梁某独自离
开郑州。另查明，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于 2012 年 4 月 10 日首付 146015 元，分期购
买了扶沟县城关镇某小区住房一套。

扶沟县法院经审理认为，梁某、朱某婚
姻基础一般，婚后夫妻感情一般。二人自
2014 年 10 月份因琐事发生纠纷，经协商达
成和好协议，后因双方缺乏有效沟通，未能
使隔阂彻底消除。法院认为，夫妻之间应相
互忠诚，相互信任。本案中，当事人双方因
家务琐事生气，并不足以导致夫妻感情彻底
破裂，且庭审中朱某和好态度积极。梁某诉
称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证据不足，法院不
予采信，对梁某诉请离婚之请求，法院不予
支持，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拿货耍赖不付款
有欠条无空可钻

本报讯（通讯员 邹鹏举李丹丹）5月 27
日,扶沟县法院审结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
一审判决杨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向梁某清偿货款2.1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
息；安某、庞某对上述清偿义务不负清偿责
任；驳回梁某的其它诉讼请求。

2013年7月4日，梁某向某KTV供应啤
酒共计货款 8400 元。2014 年 7 月 21 日，梁
某向某KTV供应啤酒共计货款12600元，该
两批货物由某KTV员工接收后分别出具了
欠条。梁某自 2014 年 8 月份开始，多次向
KTV经营者杨某催要该两笔货款无果。

扶沟县法院经审理认为，个体工商户经
营期间的债务，由其经营者承担。本案中，
梁某与某 KTV 之间形成事实买卖合同关
系，梁某向某 KTV 提供货物后，某 KTV 应
按约定向梁某支付货款，因某 KTV 为个体
工商户，其登记经营者为杨某，其经营期间
的债务应由杨某负担。法院遂依法作出上
述判决。

鸡鸣狗盗屡犯错
高墙之内思己过

本报讯（通讯员 邹鹏举 李丹丹）近日，
扶沟县法院审结一起盗窃案，一审判决刘某
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并处罚金
1000 元；违法所得 155 元予以追缴，追缴后
上交财政。

2015 年 7 月 24 日 11 时许，刘某将何某
停放于扶沟县某物流门口的电动车盗走，后
以 150元的价格卖给林某。经鉴定，电动车
价值 960 元。现该车已依法从林某处扣押
并发还给何某；2015 年 8 月 1 日 19 时许，刘
某将杜某停放于扶沟县吕潭乡尚村岗邮政
储蓄所附近的电动车盗走，经鉴定，电动车
价值 646元。现该车已依法发还杜某；2015
年 8 月 4 日 5 时许，刘某将王某停放于扶沟
县吕潭乡某村的自行车盗走，后以5元价格
卖给一名卖西瓜男子；2015年，刘某在扶沟
县某村一超市附近盗窃一辆自行车，后将该
车停放于贾某家中。经鉴定，自行车价值80
元，现该车已被依法扣押。

扶沟县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多次盗
窃，其行为构成了盗窃罪，其犯盗窃罪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刘某有前
科，故应从重处罚。刘某当庭自愿认罪，部
分退赃，应酌情从轻处罚。刘某违法所得财
物，予以追缴。依据有关法律规定，遂作出
上述判决。

本报讯（通讯员 唐玉吉 祖宏杰）为进
一步提升审判质效、提高审执水平，川汇区
法院紧紧围绕上级法院确定的考核基层
法院的案件质效指标，结合该院工作实
际，切实加大工作力度，采取有效措施，推
进案件质效取得提升。

加强学习，提高办案积极性。组织干
警认真学习周口市中级法院有关会议精
神和文件要求，从党组到干警进一步提
高对审判质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将提
高审判执行工作作为当前第一要务来
抓，提高干警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看
齐意识，作为提高司法公信力的一项重
要内容认真加以落实，为推进法院工作
的整体发展奠定坚实思想基础。

创新发展，优化资源。针对未结案件
较多，审结率不高的问题。积极推进法院
改革，激发干警争先创优的积极性。院党
组为提高审判质效，对院里的审判力量进
行了整合，成立三个基层法庭，院综合部
门成立民事综合办案组，把审判力量向办
案一线倾斜。将案件月量化考核改为周
量化考核，由原来的半月召开一次全体干
警会通报庭室及个人办案情况，变更为每

星期召开一次，使庭室、办案法官掌握自
己办案情况在全院的排名和位置，通过建
立一系列竞争激励机制，极大的调动了干
警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了审判质量和效
率。下一步，该院将继续严格落实相关制
度，坚持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案，提升审
判质效各项指标。

形成监管合力，提升案件质效。审判
管理和绩效考核工作，做好各个环节和各
个节点监督管理。针对该院干警业务不
熟、责任心不强等问题，加强干警的政治
业务培训和网络知识培训，通过从重点评
查上诉、发回重审、改判案件及长期未结案
件、体外循环案件、上诉超期移转案件入
手，加大违法违纪案件查办力度，提高干警
责任意识、公正意识、质量意识、效率意识，
增强干警公正、廉洁、文明、高效司法的自
觉性。结合该院开展的“四评查”活动，提
高干警的法官职业素养、庭审驾驭能力、裁
判文书制作能力、法律适用能力，树立干警
审判效率与质量并重的思想，从而提高我
院服判息诉率、降低发回重审率和改判率，
努力提升案件的审判质量。

提升简易程序和小额诉讼适用率，明

确承办人、庭长、主管院长职责，严格简易
程序转普通程序审批制度，简易程序转
普通程序的案件，承办人必须提交有关
材料和审批手续。多使用简易程序及多
邀请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理，并在
制定的《办案标兵评比办法》中，对简易
程序适用率，人民陪审率高的庭室和个
人量化打分时给予加分奖励。让法官从
较多的案件中解脱出来，把时间用在办
理更多的案件上。建立长期未结案件督
办机制，将长期未结案件的清理纳入绩效
考核范围。

进一步加大案件执行力度。加强执
行权监督制约，实行执行长负责制，坚持
每周一例会制度，重大案件集体合议、集体
决策，避免个人操纵执行进程；加强执行威
慑，进一步推进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制
度，在社区、广场、车站等人流密集的地方张
贴小公告、大头贴，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的
曝光力度，督促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义务；强
化对被执行人财产的申报、查控措施，加大
对逃债、赖债行为的制裁力度。对拒不履行
裁判义务的被执行人采取司法拘留措施，情
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周口市川汇区法院

六项措施推进审判质效提升

本报讯（通讯员 孙涛）今年来，郸城县
法院紧紧围绕为经济发展大局提供有力的
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这条主线，切实发挥
审判职能作用，不断完善工作机制，积极为
企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及时
帮助企业化解矛盾纠纷，受到了辖区企业
好评。

一是服务做到“四零”。该院积极转变
司法理念，主动贴近企业创新服务模式，通
过与辖区企业建立“一对一”结队帮扶机
制，实施“零距离”接触、“零障碍”服务、“零
投诉”管理、“零成本”诉讼的“四零”工作
法，深入企业一线，强化沟通交流，提供便
捷服务。

二是案件做到“四快”。为第一时间化

解企业纠纷，保护经济主体的最大经济效
益，该院对涉企案件开设“绿色通道”，实施

“快立、快审、快结、快执”的“四快”工作机
制，为辖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有力支
持。

三是力量做到“四集中”。对于涉及企
业的大案、要案和涉及支柱产业的敏感案
件，强力实施“集中审判资源、集中听证论
证、集中旁听案件、集中强力执行”的“四集
中”措施，高效稳妥地为企业排忧解难，维
护其合法权益。

四是办案做到“四就地”。为最大限度
方便企业诉讼、强化法制宣传，该院开通涉
企案件办案“直通车”，通过巡回办案对权
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涉企案件“就地立案、就

地调解、就地开庭、就地判决”，就近为企业
提供便捷的司法服务。

五是职能做到“四延伸”。该院积极将
司法职能向产业链、企业延伸，通过推行

“为企业免费培训管理和法务人员、定期召
开企业法律事务研讨会、向有关单位提出
司法整改建议、定期进行信息交流”的“四
延伸”机制，开通法院与企业之间的绿色通
道，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今年以来，该院先后妥处了 16件合同
纠纷案，2 件合同诈骗案，2 件职务犯罪
案，巡回开庭 20 次，为企业上法制课 11
场，提出司法建议 5 条，为企业科学发展
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受到了社会各界的
一致好评。

郸城县法院

多措并举为企业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川汇区法院党组

实地考察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责任路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