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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南阳

西峡县法院

“春雷行动”不停歇 打击“老赖”效果佳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员 王晶雅

王爽）春节期间，西峡县法院执行局的干警们
放弃了休息和陪伴家人，利用“老赖”回家过
年的有利时机，坚持奋战在执行一线，积极开
展“春雷行动”，不让“老赖”过好年，取得良好
效果。

此次行动着重执行拖欠农民工工资、抚
养费、赡养费、伤残赔偿金等弱势群体案件，
为提高办案效率，30 余名执行干警共分成 3
个小组，分片区开展执行活动，各组各尽其
责、互相配合。除了采取常规的执行办法以
外，执行干警还通过用扩音喇叭喊话、在人员
密集场所宣传普法等形式，营造强大执行氛
围，迫使“老赖”主动现身，敦促其履行生效文
书确定的义务，获得群众的一致好评。

家住桑坪镇深山区的常某因一起人身损

害纠纷需赔偿武某2.4万元，经法院判决后常
某却以种种理由推托不主动履行义务，执行
干警多次到其家中寻找均未见其踪影，经走
访调查得知其常年在外经商。1 月 30 日，农
历正月初三，执行干警在局长王宏钊的带领
下，再次驱车一百多公里赶到常某家中，将正
准备会亲访友的常某逮个正着，但是常某却
以没钱为由仍不愿履行生效判决文书所确定
的义务。经耐心说服教育无果后，干警决定
将常某带走，并强制扣押其家中一辆价值十
余万元的轿车。见执行干警动了真格，常某
急忙表示同意还款，随后到镇上银行从其儿
子名下的账户中取出现金，执行干警当场将
执行款交到申请人手中，案件得以成功执结。

2月1日，农历正月初五凌晨一点，执行干
警丁志勇接到申请人电话，得知长期不在家的

被执行人白某驾车回到家中，随后执行局迅速
组织干警赶往白某家中，白某闻讯潜逃，干警
最终将白某名下一辆价值80余万元的保时捷
轿车强制扣押至法院，当干警回到家中时已是
凌晨两点半。在执行过程中，因春节大多饭店
停止营业，没有吃饭的地方，干警不得不带着
方便面、面包、矿泉水去执行。因为下雪路滑，
一名干警在执行路上崴伤了脚踝。遇到被执
行人及家属阻挠执行，3名干警先后被抓伤、咬
伤。即便如此，执行干警仍不畏艰险，坚持奋
战在执行一线，为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不懈
努力，让胜诉当事人过个安心年。

据统计，“春雷行动”开展以来，该院共执
结案件67件，拘传被执行人46人，拘留5人，执
结标的额达92万余元，一大批执行积案得到了
解决，有力地震慑了逃避执行的被执行人。

邓州市穰东镇“整治街道、
喜迎盛会”

本报讯 近日，邓州市穰东镇召开以“整
治街道、喜迎盛会”为主题的动员大会。会议
对该镇区范围市场经营秩序整治工作进行了
安排部署，并下发了《穰东镇人民政府关于对
镇区市场经营秩序整治工作方案》。

该镇党委书记万洪志说，各级各单位要
充分利用好宣传车和宣传彩页等宣传途径，
加大宣传力度。包片领导和各村支书要增强
责任心、使命感，切实负起责任。要有超前意
识，主动出击，要深入群众做好沟通协调工
作，多听取吸收群众建议，把这项工作落到实
处。同时相关镇直部门要密切配合，形成合
力，统一标准，把握尺度，严格执法。镇纪委
要切实履行好监督职责，严格督查各单位工
作开展情况，对推推动动、推而不动的单位进
行严肃处理。本次整治工作已纳入村级百分
制目标管理考评机制，在评比工作中一定要
坚持原则，公平公正，有说服力。

会后，万洪志带领相关班子成员和部门
负责人，来到集镇整治现场，就宣传车宣传、
告商户的一封信发放情况进行督查，并就整
治标准向工作人员现场指导。

“四化双评”获老百姓点赞
本报讯“邓州市新闻媒体走基层活动”采

访组，依次来到湍河街道、桑庄镇、白牛镇和
林扒镇，入社区（村），访干群，了解当地“四化
双评”工作的开展情况，倾听老百姓的心声。

“网上办事是四化工作的重头戏，通过合
理划分网格，做好全员下沉，把互联网、微信
和手机APP融入网格管理，通过走访群众、网
上互动、民意收集、矛盾调处等举措，做到‘矛
盾不上交、人员不上行’，真真正正让百姓‘小
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难事不出门’。”在湍
河街道办事处为民服务中心，该办事处人大
常委会主席绳伟是这样评价“四化双评”的。

在湍河办事处姚巷社区姚北网格服务之
家的门前，两块“微心愿”展板吸引了众多记
者。“这是我们网格之家开展的‘微心愿’服务
活动，”姚北网格长史良走过来说道，“在走访
的过程中，我们了解、收集群众在生活中遇到
的困难，对困难户、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等在
物质和精神的需求，发布在‘心愿墙’上，让有
爱心的群众参与援助，帮其实现梦想。这不，
社区的王永生老同志前不久通过‘微心愿’活
动，收到了自个想看的书籍，圆了自己读书学
习的梦想。”

方便不方便，百姓说了算。在林扒镇闫
东村，问及“四化双评”工作开展带来的好处，
村民张俊保难掩心中的激动，略显紧张地说：

“‘四化双评’成了我们群众‘办事员’，大家伙
可高兴了，为他们点赞！”

精准扶贫让老百姓过上好
日子

本报讯“过了这么多年的穷日子，住了这
么多年的破瓦房，今年终于住上了新平房，真
要感谢咱政府的好政策！”站在因扶贫刚刚建

起的新房前，吴老汉难掩心中的喜悦，激动万
分地说道。

吴树志老汉是文渠镇蒋庄村村民，60 多
岁了，身体也不太好，基本没有什么劳动能
力，几年来一个人带着读书的儿子，艰苦度
日。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后，被确定为兜底
扶贫的帮扶对象。

兜底扶贫是扶贫工作中对家庭贫困、无
劳动能的贫困户帮扶的一种措施。诸如像吴
老汉这样被兜底扶贫的农户有近百户，300余
人。

因地制宜，挖掘企业用工潜力，积极安置
贫困劳动力到企业务工就业是张楼乡扶贫攻
坚工作中的一大亮点。

方正彩印纸箱有限公司位于七里店民营
经济园区，对附近的贫困群众优先安排。老
君村的田革命、新黄庄移民新村的周自华，如
今就在方正彩印上班。

周自华告诉来访的记者，自己家庭条件
不好，家里事又多，想出远门打个工都不方
便，而现在到这里上班，每天骑电车上下班就
行了，工资每月能拿到近 3000 元，晚上回家
还能做点家务，照顾老人孩子。

上述两项扶贫措施，仅是张楼乡众多扶
贫方式中的冰山一角。据该乡党委书记崔继
栋介绍，在张楼乡，公益岗位扶贫、贴息补助
扶贫、技能培训扶贫等多种形式，意在切实
际、真扶贫，使全乡所有贫困户户户有项目，
人人有收入，真真实实地摘掉贫困帽子。

（实习记者 郭琨 通讯员 盛志国）

为了进一步提高群众对诈骗犯罪作案
手段的知晓度，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识别和防
范诈骗犯罪的意识和能力，近日，南阳市公

安局光武派出所组织社区民警深入辖区积
极开展防诈骗宣传活动，进一步加强群众的
防骗能力。 通讯员任婉玉摄影报道

近 日 ，社 旗 县 法 院 采 纳 辖 区
人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采取多
种措施，切实将司法便民的各项
承诺落到实处。通过快立、快审、
快执、及时发放执行款、送赔偿款
到医院到家中等“绿色通道”，维
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图为 2
月 17 日，该院法官郭向前把 5 万
元先于执行款支票送到因夫妻都
遭遇车祸的受伤者孙某家中。

通讯员 王新兵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丁俊良 杨巍巍）近日，西峡县公安
局历时3个多月，辗转广西、广东等
多个省市，侦破“2016·8·25”特大
电信诈骗案，捣毁诈骗窝点一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 3 名，扣押作案手
机15部、银行卡11张、手机卡5张、
电话充值卡 2 张，现金 4000 余元，
带破省内外电信诈骗案件10余起，
涉案金额达110余万元。

2016 年 9 月 1 日 18 时许，西峡
县居民袁某报警称：2016 年 8 月 25
日，自己经营的商贸公司想购买镍
铁，通过互联网在百度上搜索出售
镍铁的公司，当时看到一个“上海
惠聿贸易有限公司”，经过比对发
现该公司价格低廉，袁某便和一个
姓杜的业务员取得联系，双方谈好
价钱是 96 万元，预付货款 70 万元，
双方就签订了电子供货合同。袁
某通过电子银行先后向对方公司
账户打款 60 万元、10 万元，后与杜
姓业务员联系未果，怀疑被骗，于
是报警。

接报后，该局领导高度重视，
由刑侦部门牵头成立专案组，迅速
开展案件侦破工作。专案组民警
围绕“信息流”“资金流”，先后辗转
广东、福建等地收集固定证据。通
过分析研判，专案组获取了犯罪嫌
疑人在广西南宁活动的信息，2016
年 10月 3日，专案组民警赶赴广西
南宁，在南宁警方的密切配合下，
掌握了犯罪嫌疑人在南宁的轨迹
和主要活动区域，2017年 1月 6日，
专案组民警抓获犯罪嫌疑人许某、
蔡某、陈某3名犯罪嫌疑人，查获了
涉案物品。经审讯，犯罪嫌疑人许
某、蔡某、陈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经进一步深挖，查明该电信诈
骗团伙在广东深圳、广州、河南焦
作等地实施诈骗犯罪10余起。

目前，3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
法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讯（通讯员 周勤 李鹏鲲）
3名被害人看到村子边上摆着个小
摊子，免费清洗黄金、白银首饰，加
工首饰 5 元一件，就拿着自己的首
饰清洗、加工，结果清洗后真黄金变
成了假首饰。2 月 13 日，南阳市宛
城区法院一审以盗窃罪判处余某某
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法院审理查明，2016 年 6 月 18
日,被告人余某某驾驶摩托车转到
白河镇一村庄旁边，拿出汽油喷灯、
坩埚、溶解剂等工具摆起摊位，声称
免费清洗黄金、白银首饰，加工首饰
5 元一件。在清洗过程中，余某某
将袁某、何某、黄某的手镯、戒指、项
链等黄金首饰部分溶解在硝酸和盐
酸的混合液中。在加工过程中，余
某某将何某、黄某的黄金耳环用喷
灯溶解后掉包。后余某某用黄金提
纯剂将上述黄金提纯后销赃。

经物价鉴定，上述被告人余某
某盗窃黄金价值12890.79元。案发
后，余某某的家属赔偿袁某 5810
元，赔偿何某 5835 元，赔偿黄某
1240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余某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被
告人认罪，亲属主动退还受害人损
失，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可以酌定
从轻处罚。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省市媒体“走基层”采访团系列报道

真黄金加工后变假首饰
男子获刑并被罚

网上买镍铁被骗
警方侦破电信诈骗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