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稳赚不赔？

濮阳法院系统系列报道“阳光司法 维护公平正义”

近两年，清丰县法院把信息化大数据的
推进工作作为法院审判体系中的重点来抓，
不断加强官方网站、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建设
和信息公开平台建设，为“阳光司法、公正司
法、公开司法”提供信息化管理环境，有效促
进司法公开公正。

打造自媒体平台 宣传步入掌上微时代

当今社会是移动社会，法院宣传需要移
动终端。

近年来，清丰县法院相继升级了官方网
站，开通了腾讯网、新浪网、人民网、新华网四
大官方微博，2014 年 7 月还开通了微信公众
号。该院借助网络平台促进审务公开，通过法
院网站等载体公布法院的基本情况、工作流
程、管理制度、审判业务部门审判职能等内容，
切实做到通过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监督，让审判
权、执行权在阳光下运行。微博以“讲好法院
故事，唱好法院声音”为目标，发布工作动态，
普及法律常识，公布重点案例，开辟司法宣传
新窗口。微信公共服务平台下设预约法官、审
判信息查询、网民心声、投诉举报等10个子栏
目，涵盖立案、审判、执行等各个环节。该院微
博、微信二维码遍布法院立案庭、审判庭各个
角落，无论当事人身在何地，只要通过手机扫
描相关二维码并关注，就能通过微信与法官
互动，通过微博了解法院的基本工作动态。

目前，该院通过微博发布工作动态、典型
案例释法、法律常识问答、以案说法等消息
1.3万多条。微信平台通过司法传真、审判实
务、法官说法等16个板块推送信息272篇次，
把法院动态全方位向社会传递。

一站式高效立案 便民服务驶入快车道

7月21日，当事人王某拿着一沓厚厚的诉讼
材料，来到清丰县法院办理立案登记。在导诉员
的引领下，王某的整个立案过程不到10分钟。

清丰县法院利用信息网络，整合了立案
登记、查询咨询、材料接收、判后答疑等多种
功能，建立集网上案件进度查询等功能为一
体的网络便民平台。立案流程管理系统将涉
及刑事、民事、行政、执行各类案件分门别类，
当天立案，当天分案，大大提高了案件流转效
率。在服务中心的案件查询窗口，当事人只
需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即可查询案件承办法
官、案件进度及法院司法公开的全部内容。

该院立案庭庭长库锁庆表示，立案登记制
实施以来，对符合起诉条件的，当即受理；对存
疑案件依法复查，出具文书，在规定时限内作出
处理。一年来，该院当场立案数为6002件，当场
立案率达99.85%，发放一次性补证告知书9份。

拓展互联网思维 助力解决执行难

积极运用互联网思维，加强执行信息化

建设，才能不断推动执行难问题切实解决。
构建立体化网络查控体系是清丰县法院

提升执行信息化水平的重要手段。目前该院
信息查控平台覆盖国土、房管、车管、税务、公
安多个领域，覆盖单位30余家，覆盖21家地方
银行，通过“点对点”查控平台，实现了查冻扣
一体化，在县域范围查冻扣全程用时只需10多
分钟。今年1至7月，通过“点对点”平台，该院
共查询银行存款1400多万元，冻结1400多万
元，降低了查控成本，提高了法院执行效率。

全程联动信用惩戒，是解决执行难的一
大法宝。今年上半年，清丰县法院首选具有
典型性且涉案标的数额较大案件，将失信被
执行人在报纸、电视、网站及微信平台上持续
播放，全面限制失信被执行人的社会活动。
今年以来，该院确定失信被执行人 1263 人
次，在各级媒体公布“老赖”名单三批 320人，
公布后失信被执行人主动到法院履行义务42
件，执行信息化成果不断彰显。

为使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及时兑现，
该院还不断完善司法网拍机制，提升网拍成
交率。大到房产、汽车，小到生产器械，拍卖
的“宝贝”琳琅满目。截至 7 月底，共上网拍
卖 97 次，对 47 件拍品进行了拍卖，已拍卖结
束 27 件，成交 21 件，成交率为 77.78%。总成
交金额 462.19 万元，平均溢价率为 16.09 %，
为当事人节约佣金23万余元。

审判全程透视化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清丰县法院不断拓展庭审活动公开的方
法和途径，把推进司法公开作为深化司法改
革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不断增强主动公开、
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积极推进裁判文书上
网公布和庭审直播工作。该院按照“上网为
原则、不上网为例外”的原则，通过明确上网
范围、规范上网审批、统一上网文书格式和技
术处理、强化监督考核等措施，推进文书上网
工作。同时，该院坚持庭审“依法公开、每庭
必录”，选取公众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大、具有
法制宣传教育意义的案件在互联网直播平台
进行直播，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的知情权、参
与权和监督权，进一步规范了司法行为，提高
了司法的公信力。

目前，该院庭审直播、裁判文书上网已成
为法院各个审判员必做的工作。2015 年以
来，该院共开展网络庭审直播 107次，累计在
门户网站和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晒出”裁判文
书4159件。

信息化建设为清丰县法院司法活动提升
了科技含量，注入了现代化管理理念，促进了
审判职能的充分发挥，已成为法院审务、政务、
队伍管理工作的着力点和突破口。通过建立
健全高效、协调、规范的信息化体系，该院向社
会展示出文明、先进、阳光的法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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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陈昕
李亚丽）建立赌博网站，然后利用 QQ 在网
上宣传、发布这些网站的广告，一个诈骗团
伙先后骗取河南、安徽等地受害人 40 多万
元。日前，延津县检察院对晏某、李某、邹
某、刘某、王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

据了解，3月份，延津县的孟先生收到一
条QQ好友申请，对方的昵称为“乱世枭雄”，
加对方为好友之后，“乱世枭雄”开始和孟先
生聊天。在得知孟先生正在元宝网上炒币
（类似于股票）时，“乱世枭雄”便向孟先生介
绍了一个名为“余额宝”（不同于支付宝的余
额宝，是赌博网站推出的声称能赚取高息的
一个项目）的投资项目，并声称稳赚不赔，日
息可达 5%、6%、7%不等，存钱第一天日息是

5%，两天不取出的话日息可达6%，3天不取出
日息涨至7%，3天为一轮，第四天再降到5%，之
后，“乱世枭雄”又给孟先生发了一个网址。

孟先生按步骤注册了“余额宝”账号，并
通过支付宝平台向该账户充值了 100 元试
玩，看到自己的账户确实有收益后，他又陆
续充值了 380 元、550 元、1000 元、2000 元、
5000元。3月 13日，孟先生通过该网络平台
提现 200 元，看到提现成功后孟先生坚信该

“余额宝”确实能赚钱。然而，之后他再提取
1900 元时，页面显示提现失败账户被冻结，
孟先生遂联系平台的在线客服，殊不知更大
的陷阱还在等待着他。

孟先生在向客服说明情况之后，在线客服
告诉孟先生只有在平台充值账户上显示双倍数

额金钱时才能解冻。于是，孟先生向平台又充
值了8888元，再想提取8800元时页面又显示
提现失败，在线客服还是以充值双倍数额才可
解冻来解答孟先生的疑问。到了3月14日，孟
先生账号上的本加息显示金额为2万多元，但
依然是冻结状态，孟先生发现自己可能被骗
了。此时，他前后已经充值了32万多元。

遇到类似情况的还有安徽省的张先
生。在张先生发现自己被骗时，对方已将其
踢出QQ好友。

据延津县检察院干警介绍，这种赌博性
质的网站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必须先注册账
户，以绑定银行卡充值为起点，玩家发现骗
局为终点。诈骗团伙一环套一环，让参与者
一步步上当受骗。

诈骗团伙利用网络骗取河南、安徽等地受害人40多万元

▲近日，西平县公安局为该局今年考入大学的民警子女发放助学金，
并勉励民警子女努力学习。据悉，该局已连续8年先后为70余名考入大学
的民警子女发放助学金11万余元。这一从优待警举措深受广大民警和家
属的好评。记者陈磊特约记者朱剑锋 通讯员 杨德清摄影报道

◀8 月 26 日上
午，虞城县法院参
加了全县金秋捐资
助学大会，向大侯
乡刘庄村和谷熟镇
朱阁村的两名考上
大学的贫困生各捐
助学费2000元。受
捐助学生及家长对
该院的善举深表感
激 。记者 何永刚
通讯员 陈金华 张
学鹏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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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淇县检察院干警深入到
位于该县北阳镇的河南天邦菌业股份
有限公司，开展送法进企业宣传活动，
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记者 李杰 通讯员 王爱勋 王瑞
俊摄影报道

本报三门峡讯（记者 马建刚 通讯
员 段华峰）王某两年前因盗窃9辆摩托
车被判入狱，刑满出狱后不思悔改，在
短短17天内，连续在渑池县城区盗窃摩
托车８辆。8月 25日，渑池县公安局合
成作战中心与刑警大队联合作战，通过
视频追踪和摸排调查，在义马市裴村将
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归案。

8月5日凌晨，渑池县公安局110指
挥中心接一群众报警，称其停放在酒厂
对面某 KTV 附近的一辆摩托车被盗。
接报后，合成作战中心与刑警五中队联
合上案，开展侦破工作。正当民警紧锣
密鼓展开侦查时，渑池城区又连续发生
摩托车被盗案件，截至 21 日，先后共计
8辆摩托车被盗。办案民警对多起案件
进行综合研判，合成作战中心副主任李
超峰在监控视频中发现，犯罪嫌疑人系
一名男性，40 岁左右，短发，体态较瘦，
作案后骑着摩托车向东逃离，最终消失
在义马市西裴村附近。刑警五中队队
长席江浩带领民警在西裴村附近蹲点
守候多日，但一无所获。

之后，李超峰将犯罪嫌疑人的体貌
特征发至单位的微信群，刑警二中队队
长张建伟一眼就认出了嫌疑人：“这不
就是我们前年打击处理过的王某吗？”

原来，2014 年，王某曾因盗窃 9 辆
摩托车被刑警二中队抓获，后被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两年，想不到今年刑释后，
不思悔改，重操旧业。

确定犯罪嫌疑人身份后，民警决定
对王某进行抓捕。8月 25日，办案民警
在裴村某出租屋内将还在睡梦中的王
某抓获。目前，王某已被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微信群里认出盗贼
出租屋里抓个正着

信息化东风给力阳光司法
□记者 李梦扬 通讯员 韩丽敏 杨晓晓

这样的谎言不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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