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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争土地颁证违法
土地使用证应予撤销

本报讯（通讯员 褚雨佳）近日，西华县法
院审结一起不服土地行政登记案，一审判决
撤销第三人陈某持有的集体土地使用证。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苏乙、第三人陈
某均为某村村民。1996 年，陈某从其村委
会购得房屋 5 间，后转让给同村的苏甲两
间。2015年8月，苏甲又将该两间房屋转让
给了苏乙。2016年4月，苏乙拆除该两间旧
房建新房时，双方发生纠纷。陈某认为当
初卖房不卖地，既然房子扒掉不存在了，就
该收回土地使用权，遂于2016年5月3日以
苏乙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提起民事诉讼，
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苏乙得知陈某持有诉
争土地的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遂于 2016
年 5 月 30 日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陈某
的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后陈某撤回对苏
乙的民事侵权案件的起诉。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县国土资源局
未依照法定程序办理第三人陈某的集体土
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违反法定程序，应予撤
销，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宁陵县法院到郸城法院
考察学习审判管理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曹磊）8 月 19 日上午，
宁陵县法院院长王宏伟，副院长侯洪林、郭
超带领审管办、研究室等部门负责人一行6
人，到郸城县法院考察学习审判管理工
作。郸城县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永波，副
院长胡忠学，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张凤华
等陪同参观考察。

考察团一行先后来到该院诉讼服务中
心、诉调对接中心及廉政文化教育长廊、荣
誉室等场所参观考察，深入了解学习了诉
讼服务中心、审判管理等工作。在随后召
开的座谈会上，该院审管办主任屈克志详
细介绍了电脑随机分案、办案标兵评选、干
警月绩效讲评通报的情况，以及加强审限
管理，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的做法。

随后，双方就审判管理工作进行了经
验交流。考察团一行对该院的审判管理工
作给予高度评价，王宏伟说，在8月12日召
开的全省法院第三次执法办案推进会上，
省法院院长张立勇要求全省基层法院向郸
城法院学习。这次参观考察，我们感到非
常震撼，大开眼界，郸城法院的审判质效非
常了不起！回去后我们将认真研究，虚心
借鉴，不断提高宁陵法院审判管理工作。

周口市委“两学一做”宣讲团
到川汇区法院宣讲

本报讯（通讯员 唐玉吉 李艳芳）8月25
日上午，周口市委宣讲团“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暨“千所基层党校 千场理论宣讲”报告
会在周口市川汇区法院举行。市委宣讲团
成员成员、周口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胡现岭作专题报告。该院全体党员
干警听取了报告。

胡现岭以党章、党规、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讲话为题，为大家作了一场全面深刻、生
动翔实、深入浅出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专题报告。

与会干警纷纷表示，“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做。作为一名党员，
身为一名法官，就必须学习党章党规，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始终用合格党员
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把“两学一做”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把有关精神落实到审判执行
工作当中，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学习中
提高工作能力，确保公正高效、廉洁为民。

为学习交流审判流程管理改革
做法和经验，漯河市郾城区法院院长
王万松带领党组副院长一行5人于8
月24日下午前来郸城县法院观摩学
习。该院党组书记、院长张永波及党
组成员、办案标兵代表等相关同志参
加了座谈。

座谈会上，张永波首先对王万松
一行前来该院交流学习表示欢迎，并
介绍该院整体情况，重点介绍该院在
加强审判流程改革、案件分案办理机

制、人才队伍建设、科学合理优化人
员配置等方面的创新机制。随后，屈
克志庭长详细讲解该院审判管理工
作基本情况、程序方面的有益探索、
工作建议及计划。在愉快轻松的氛
围中，双方互相交流了各自审判管理
经验做法，就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审
判管理、均衡结案等方面工作进行了
积极探讨，为携手开创审判工作新局
面奠定了良好基础。

通讯员张博曹磊摄影报道

周口市中级法院召开“两学一做”党风党纪专题民主生活会

本报讯（通讯员 李莹 卢小玉）为进一
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按照市
委的安排和部署，8月18日，周口市中级法
院组织召开了以“严守党规党纪、做忠诚干
净担当合格党员”为主题的党风党纪专题
民主生活会。该院党组书记、院长李志增
主持会议，市委“两学一做”第二督导组组
长王天甄和督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该
院班子成员，专职审委会委员，各相关部门
的负责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李志增就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提具体要求；代表领导班子进行对照检
查，从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组

织纪律，落实党风廉政主体责任和监督责
任等方面，认真查找问题，深入剖析了存
在问题的原因，进一步明确了努力方向和
改进措施。

随后，各班子成员逐一发言，作个人对
照检查。大家对照党章党规和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反思违纪违
法案例，结合个人思想、分管工作和生活实
际，围绕“守规矩做表率谋发展敢担当”为
中心，进行了深刻查摆，深入分析问题产生
的原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立规执纪、抓
好整改，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不
避重就轻、不给自己找理由、不为问题找借

口，既有批评的辣味，又饱含同志之间相互
帮助的真诚。同时，对查摆出来的问题，每
位班子成员都提出了改进措施，明确了努
力方向，为下一步整改提高奠定了基础。
确保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出高质量、取得好
效果，努力推动形成真抓实做，求是重效的
工作氛围，扎实推进该院审判执行各项工
作，更好为周口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服务，
为实现周口崛起做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李志增表示，将以这次民主生活
会为契机，解决问题、改正不足，更好地改
进工作，以优异成绩回报组织和社会对法
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剖析问题严整改 审判执行得保障

本报讯（通讯员 邹鹏举 李丹丹/文图）
现在的法官不仅公道正派，而且办案神速，
我足足追要了 5 年的欠款未能追逃回来，
法官用了不到 1 个月就给我追回来了，这
样的好法官让我给摊上了，真中！”为追索
债务而苦恼的宋老汉激动地表达着对人民
法官的感激之情。

8 月 16 日，扶沟县法院门前响起了噼
里啪啦的鞭炮声，宋老汉将写有“清正廉
洁 办案神速”的锦旗送到了该院网络办副
主任孙斌手中，感谢孙斌为民做主、办案神
速，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011年9月份，
张某夫妇因扩大经营，先后两次向宋老汉
借款 8 万元和 3 万元，约定月利率 1%。后
经宋老汉多次催要，张某甲夫妇仅返还
31900 元借款，下欠本金及利息，经宋老汉
多次催要，张某夫妇以各种理由推脱不
还。宋老汉无奈，诉至法院。

该院实行电脑随机分案，该案被分到
了多次被评为办案标兵的孙斌名下，孙斌
接手案件后，依据宋老汉的申请，依法冻结
了张某夫妇的银行存款 12 万余元。迫于
压力，张某夫妇向宋老汉支付了法院冻结
的 12万余元借款，并将下余借款本息一并
支付给了宋老汉。

从立案到审结，孙斌用了不到一个月时
间，为宋老汉追回了拖欠5年的欠款。宋老
汉一家人喜上眉梢、激动不已，给孙斌送来锦
旗，以表谢意。于是出现了本案开头的一幕。

在办公办案设施陈旧落后，“案多人少”矛

盾愈演愈烈，立案登记制实施后案件突飞猛进
的情况下，该院全体干警精神饱满、意志昂扬、
艰苦奋斗，不叫苦、不叫累，在院党组的坚强领
导下，通过系列微改革措施，内部挖潜，极大地
调动了干警的工作积极性，极大激发了干警工
作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办案速度大幅度提高，
案均审理天数大幅度下降，审判质效大幅度提
升，赢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和称赞。

2016 年上半年，该院共受理各类案件
2794 件，其中旧存 393 件，新收 2401 件，已

结 2000件，结案率为 71.56%，比 1至 5月份
提 高 10.07 个 百 分 点 ；案 件 结 收 比 为
83.26%，比1至5月份提高10.16个百分点；
与去年同期相比，新收案件上升了81.66%，
已结案件上升了 77.78%，未结案件减少了
10.48%，结案率上升了15.65个百分点。结案
率、法定审限内结案率、发回重审案件及时立
案率等多项指标位居全市第一、全省前列，一
审普通程序案件陪审率、民事案件调解率、服
判息诉率等多项指标位居全市前列。

郸城县法院
“雷霆行动”
向老赖持续“开火”

本报讯（通讯员 曹磊）为持续推进打
击拒执犯罪“雷霆行动”，8 月 15 日起，郸
城县法院开始为期 10天的打击拒不执行
法院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专项宣传，成
立专门宣传小组，深入石槽、城郊、汲水等
乡镇，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警示标语，深入
社区、基层农村对拒执罪进行法律释明，
公布典型案例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形成
对“老赖”的强大舆论压力，营造打击“拒
执犯罪”的良好氛围。

活动中，该院执行局抽调业务骨干组
成宣传队伍，精心制作拒执罪相关法律知
识宣传册 600 余册，发放宣传彩页 500 多
份，悬挂宣传横幅 100 余幅，宣传标语牌
300余个，同时将执行指挥中心的电话向
社会广泛公布，方便接受群众举报被执行
人财产线索，使群众更加深入地了解拒执
犯罪，更加支持打击拒执犯罪“雷霆行
动”，更好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目前，该院共司法拘留 21人次，移送
公安机关 37 案，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5 人，
法院判刑 4 人。自诉案件立案 8 件，调解
结案3件。促使128名失信被执行人主动
履行义务，兑现案款 1064万元，打击拒执
犯罪取得显著成效。

扶沟县法院 快审快结群众叫好

宋老汉将写有“清正廉洁 办案神速”的锦旗送到孙斌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