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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员
张晓宁 管银森/文图）在邻居的宅基
地上种植树木，阻拦邻居建围墙。2
月 16 日，在法律的威慑和执行法官的
耐心说服教育下，阻拦邻居建房的被
执行人杨某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
误，停止侵害行为，而申请人杨老汉搁
置了 4 年之久的院子围墙终于动工开
建，圆了他的建房梦。

事情要从几年前说起：2012年，南
阳市唐河县东王集乡的杨老汉在自家
宅基地建房，受当时经济条件所限，在
主房竣工后未建围墙，邻居杨某趁机
在主房后种植树木。杨老汉经济好转
后想建围墙，但地基上的树木成了障
碍。杨老汉多次找杨某理论，杨某都
置之不理。从此，没有围墙的院子成
了杨老汉的心病。2016 年，杨老汉鼓
足勇气，走进唐河县法院，一纸诉状将
杨某告上法庭。法院经审理依法判决
杨某不得阻拦杨老汉建围墙。然而判
决生效后，被告杨某拒不履行法院判
决，也不清除宅基地上的树木，继续阻
挠杨老汉建造围墙，杨老汉无奈之下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月16日一早，该院执行人员按照
预定方案，来到申请人杨老汉的围墙
施工现场，维持秩序，指挥放线。在放
线过程中，被执行人家中的老人出面
阻拦，该院执行人员立即对其进行劝
阻，拿出法律文书，用事实和法律对其
进行深刻教育，并以“三尺巷”为例，对
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法官的劝说，

使在场的围观群众也受到了教育，围
观群众纷纷指责被执行人的家人。最
终使被执行人一家意识到自己的错
误，清除了宅基地上的树木。

当日下午5时许，杨老汉家的新围
墙已经基本建成，执行人员才离开施
工现场，该案得以圆满执结。

以担当诠释忠诚 用行动践行使命
南阳市两级法院2016年工作亮点聚焦

□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王彬

2016 年，南阳市两级法院忠实履行法律
赋予的职责，立足本职，通过坚持打击刑事犯
罪，助推平安南阳建设，落实普法责任，助推
法治南阳建设，强化生态保护，助推美丽南阳
建设，严厉惩治“老赖”，助推诚信南阳建设，
取得了扎实成效。2016年，南阳市两级法院
共受理各类案件 93822 件，同比上升 17.7%，
办结80875件，同比上升26.1%。，为助推南阳
转型跨越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维护稳定 助推平安南阳建设
“利用小广告进行诈骗，罪行看似不大，

但社会危害性大，不仅严重干扰了群众的生
活秩序，也影响了咱老百姓的安全感，就应该
动用刑罚手段进行打击。”不久前，唐河县法
院对一起诈骗案进行公开宣判时，受邀参与
旁听的人大代表如是说。

2016 年 2 月至 3 月 10 日，被告人黄某以
办理各种证照为名，在唐河县内多地刷写小
广告，并以需预交保证金为由，让受害人向其
作案的银行卡上汇款，先后骗取陈某等多人
汇款共计 7300 余元。唐河县法院审理后认
为，黄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遂依法判处其拘
役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刑事审判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能，
通过审判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
还可以起到规范引导社会秩序和提升群众安
全感的作用。”南阳市中级法院党组成员、政
治部主任宋涛接受采访时说。

2016 年，南阳市两级法院通过加强刑事
审判工作，严惩各种刑事犯罪，切实履行维护
稳定政治责任，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全
年共审结刑事案件 9330 件，其中故意杀人、
绑架、涉黑、涉恶等严重暴力犯罪 395 案 593
人，判处 5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
383人。开展打击“两抢一盗”专项斗争，审结

盗抢犯罪、毒品犯罪等1598案2139人。特别
是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非法集资、电信诈骗等
涉众型经济犯罪坚持从重从快惩处，共审结
399案589人，涉案金额106亿元，刑罚的威慑
和规范作用切实提升了广大群众的安全感。

立足本职 助推法治南阳建设
2016 年 7 月 27 日下午，南阳市中级法院

召开新闻发布会，该院党组书记、院长庞景玉
向社会公开发布《2015年度全市法院行政案
件司法审查报告》内容，并通过媒体公布十大
行政审判典型案例。

从 2008年开始，南阳市中级法院每年都
对上年度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情况进行汇总和
梳理，对行政机关败诉的主要原因和行政执
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建议，并制作
报告，送达各行政机关，推进法治南阳建设。
为推进依法行政，该院已连续 8 年制作行政
审判白皮书，并通过主流媒体向社会公布，监
督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得到省高级法院
领导和市主要领导的重视肯定。

在推进法治南阳建设过程中，南阳市两
级法院还自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要求，采
取电视报刊专栏报道、微信微博专题推送、展
板彩页专项展示、走基层巡回审判普法、送法
进校园机关社区军营等形式大张旗鼓地开展
法制宣传，结合主要节日等时间节点，围绕妇
女、消费者、职工、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权益
保护以案说法开展法治宣传，努力在全社会
营造学法守法的良好氛围。

2016年，南阳市两级法院共在各级媒体发
表宣传稿件7400余篇，开展专题宣传活动12次
130余场，开展送法进校园社区机关军营等活动
370余场次，发布典型案例8批75个，以巡回审
判方式办理案件21067件，有350余万人次通过
现场旁听案件审理学到了法律知识。

能动作为 助推大美南阳建设
“我这是被赚钱蒙了眼，原以为会没事

儿，没想到最终还是被判了刑。”2016年10月
17日，当内乡县法院法官将判决书送达到被
告人常某手中时，常某后悔地说。

早前常某与内乡县某村签订河荒滩地承
包合同，约定承包经营该村集体林地 20 亩。
后常某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擅自毁坏林
地建水泥砖厂，土地资源遭到破坏。经该县
林业调查设计队勘验：常某共非法占用林地
7479 平方米，折合 11.21 亩。法院审理后认
为，常某的行为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遂依
法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

去年，南阳市两级法院通过设立环境资
源合议庭，专门审理危害土壤、大气和水资源
等案件，在部分县市探索环境保护三审合一
机制，定期不定期到库区林场、城市水源地、
主要河流及南水北调沿线、污染高风险企业
宣传法律知识，挑选适合环境保护案件到案
发地巡回审判等形式不断强化对生态环境和
资源的司法保护，推进南阳绿色发展。同时，
围绕“两度两力”提升、“双创”建设等重点工
作，积极为旧城改造、内河治理、火车站改建
等重点项目提供司法服务，成立学雷锋志愿
者服务队和法律咨询服务队，不定期到人民
路等中心路段开展交通引导和不文明行为劝
导等志愿活动，服务大美南阳建设。

2016 年，南阳市两级法院共审结环境资
源类案件 642 件，判处盗伐林木、破坏耕地、
污染水质等犯罪分子 263 人，开展志愿活动
17 次 200 余人次参加，所联系的靳岗村被卧
龙区评为双创工作先进单位。

强化措施 助推诚信南阳建设
“曝光失信人名单和集中抓捕‘老赖’，其

意义不仅在于能够顺利执结案件，更在于其
引导了社会诚信建设，只要国家机器的手脖
子硬了，社会风气也就正了。”2 月 8 日，南阳
市政协委员、市文明办主任王贵汉在分组讨
论法检两院工作报告时说。

去年，南阳市中级法院在市委、市政府
的支持下，推动建立了由市纪委等 31 家单
位共同参与的“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联席
会议制度，将执行工作纳入综治平安建设
考核及两代表一委员和文明单位等资格审
查范围，对“老赖”在担任公职、评先晋级、
政府采购、融资投标、乘坐高铁飞机、出入
境等方面进行限制，对其名下的银行存款、
车辆、股权等财产进行联合查控，初步形成
了“恶意欠债人人喊打”的良好局面；对所有
执行案件由南阳市中级法院进行集中管理，
实现立案、审判、执行等环节财产保全的无
缝衔接，对被执行人为特殊主体或有财产但
超 6 个月未执结的特定案件，一律实行异地
管辖，从制度上消除或减少“不执行、乱执
行”的发生；集中开展“凌晨出击”“夜色风
暴”“百日执行风暴”等专项行动，全天候搜
寻围堵抓捕“老赖”，特别是春节前后，全体
执行干警及相关工作人员放弃春节与家人
团聚的机会，利用大多数“老赖”回乡探亲的
时机，又集中开展了“春雷行动”，很多“老
赖”在被抓的时候感慨：“没想到，法院的执
行人员连年都不过了。”

2016 年，南阳市两级法院共办结执行
案件 12149 件，执结案件数、实际到位率同
比分别上升 27.7%、22.6%，19005 名被执行
人纳入失信“黑名单”，出动干警 3900 余人
次，强制搜查、扣押873次，司法拘留1303人
次，移送公安机关侦查 261 人，168 名“老赖”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400多人慑于压力主动
履行了义务。

“春雷行动”南阳法院执行在路上

“老赖”夜市吃烧烤
干警夜半忙执行

本报讯（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刘蕊）2月
3日晚上 10时，桐柏县法院执行局干警付东
正在加班，这时办公室里突然响起了急促的
电话铃声，电话是一位申请执行人打来的，
举报说一名被执行人此时正在夜市摊吃烧
烤，放下电话，付东在向该院执行局局长梁
勋超汇报后，和同样在加班的执行干警邓卫
东一起赶往现场抓“老赖”。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在快到烧烤摊前，
付东佯装前来吃烧烤，在准确辨认被执行
人张某的位置后，便向不远处的邓卫东打
了一个手势，邓卫东快速跟进，将毫无防备
的“老赖”张某逮个正着。一开始张某还想
反抗，但在执行干警的批评教育下只得乖
乖上了警车。

该案件是一起追索劳动报酬案件，申请
人梁某在被执行人张某的餐馆做厨师，辛苦
的付出却拿不到工资，拿着欠条的梁某将张
某诉至法院，经法院调解张某同意分期支
付梁某工资，然而判决生效后，张某却玩起
了失踪。无奈，梁某只好申请强制执行。承
办法官多次寻找张某均无果，于是执行员就
让梁某刻意留心张某的行踪，一旦发现立即
报告，这才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此时，正在赶赴桐柏县法院准备督战次
日集中执行行动的南阳市中级法院党组成
员、执行局局长丁建民听到这个消息后，当
即决定会一会这个“老赖”。临近子夜，在该
院党组书记、院长刘书旺的陪同下，丁建民
来到付东办公室，在对执行干警加班加点忙
执行进行慰问后，又对张某进行了一番教
育，使张某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遂当
场给付1000元现金，然后写下保证书由其朋
友担保次日中午之前把剩余款项全部给付
完毕。

卧龙区法院：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见证“春雷行动”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员 丁清
凌/文图）“这次零距离见证执行，我们真切
感受到了法院执行工作的不容易。为了维
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了社会的公平正
义，法官们辛苦奔波在执行一线。”2 月 10，
南阳市卧龙区法院邀请该区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6人，分别跟随3个执行小组见证“春雷
行动”案件执行全程。

截至当日 12 时，该院成功抓获 6 名“老
赖”，达成和解协议两名，其余4人拒不履行
义务的依法办理了拘留手续。人大代表顾
电强、政协委员计寒松等人对本次执行活动
给予了高度评价。

多年来，该院高度重视与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的联络工作，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发展
变化，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拓宽联络渠道，丰
富联络内容。此次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见证案件执行，旨在提高执行工作的透明
度，增强执行威慑力和执行效果。

执行圆了村民建房梦

零距离见证执行

建造围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