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唐河县检察院针对往年存在的年初
抓启动，年中抓办案，年末抓消化处理，季节性办
案明显等问题，立足于精细初查，慎重出战，讲究
策略等措施，掀起反贪办案新高潮。截至4月份，
该院共立案侦查11件12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上
升了11.2%，平均侦查周期较上年减少了1个月。

敢于办案，善打硬仗。该院坚持把重点部门
重点部位作为查案重点，积极查办有影响的大
案。今年以来，该院把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相关
领域职务犯罪案件作为重中之重，相继独立查办
了某县涉及工程领域方面的受贿串案4件4人，
其中科级以上干部3件3人。

慎重出战，务求准确。该院要求从案件初查、
线索筛选入手，坚持每月召开主管检察长和反贪
局长参加的线索评析例会，对有可能成案的线索，
准确把握初查的最佳时机，对有价值的案件，明确
初查方向，以求准确获取关键证据的突破口，对决
定立案侦查的案件，检察长亲自参与把关，对关键
事实和主要环节亲自听取汇报，并主持召开检委
会统一思想，解决思想分歧，从而保证了案件证据
充分、扎实。目前，该院立案侦查的11件12人，已
侦查终结并移送起诉10件11人，无一退查。

转变观念，讲究策略。该院转变以口供为
中心的办案观念，对拟查线索可能遇到的问题
进行全面评估预测，以获取不变证据为查案的
工作方向，实现以证促供或零口供办案，选准
突破口，形成层层深入、环环相扣的证据链
条。 （牛凌云雷靖）

本报讯 近年来，方城县检察院党组高度重
视检察干警的廉洁自律教育，采取多种措施让
检察干警严格守法、依法办事、廉洁自律。

近期，方城县检察院积极开展“家庭促廉”活
动，督促干警家属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做好“六件
事”，引导干警家属参与廉政建设，帮助干警提升
廉政修养。一是守住“一扇门”。当好“廉洁守门
员”，让说情传话者找不到门，送礼行贿者进不了
家。二是把好“两道关”，即“亲友关”和“子女关”，
不能碍于情面为亲友谋取私利当说客。三是扮演
好“三角色”。当好检察干警遵纪守法的“家庭纪
委书记”、廉洁自律的“保健护士”、廉洁从检的“特
殊监督员”。四是勤吹“四不风”。时常提醒配偶
不该吃的不要吃，不该拿的不要拿，并且不卡不
要。五是常做“五对比”。比一比配偶和自己现在
与过去的社会地位，比一比配偶和自己现在与过
去的生活环境，比一比配偶和自己现在与过去的
工作条件，比一比同龄同乡的工人农民，比一比孤
残鳏寡的弱势群体。六是算好“六笔账”。算好政
治账，把握大方向；算好经济账，富裕又安康；算好
名誉账，留得清名扬；算好家庭账，幸福日子长；算
好自由账，权利有保障；算好健康账，无欲则有
刚。 （任红梅时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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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赖”
——隐姓埋名躲避执行
2015年 4月 30日，李某无证驾驶一车

辆，将石某夫妇撞昏。事故发生后，李某
不仅不及时抢救伤者，反而弃车逃跑，从
此杳无音信。法院缺席判决李某赔偿两
伤者各项损失共计 17 万余元。案件进入
执行程序后，南召县法院执行局经多方努
力终于在浙江杭州找到隐姓埋名的李
某。日前，执行干警将李某强制带回南召
县，等待李某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游击赖”
——经常不见踪影

“没想到你们杀了个‘回马枪’，看来
最危险的地方也未必最安全。”4月25日凌
晨，当内乡县法院执行干警再次返回“老
赖”李某家时，一向自信的李某低下了
头。自法院开展集中执行行动以来，李某
就和执行干警打起了“游击战”，每次执行
干警到他家中，都被他巧妙躲开。最终，
李某被法院司法拘留。

“害羞赖”
——躲进被窝不出来

“我睡觉脱光了，你们不出去我就不
起床，虽然都是男人，但我也害羞……”4
月22日清晨，被执行干警堵在床上的刘某
以“害羞”为由拒不穿衣，这也是法院遇到
的奇葩“老赖”之一。最终，邓州市法院为
刘某躲避执行开出了拘留十五日的“罚
单”。 4月24日上午，刘某母亲将2万元执
行款送到法院，该案执结，但“害羞”的刘
某仍将在拘留所里反思自己的违法行为。

“瞎话赖”
——拿小孩当“挡箭牌”

“我要在家照看小孩，你们把我带走
了，小孩咋办？想拘留我也得等我把孩子
安顿好……”4月22日上午，当邓州市法院
执行干警来到索某家中时，索某理直气壮
地把孩子当成了“挡箭牌”。两个多小时
后，孩子母亲归来，执行法官将孩子交予

其母亲，顺利将索某带走。名下拥有车辆
的索某却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等待他
的将是严厉的法律制裁。

“顾头赖”
——钻到桌子底下
4 月 15 日早晨，发现方城县法院执行

干警突然造访，“老赖”侯某慌忙钻到桌子
下面。其家人一边谎称侯某不在家，一边
故意站在桌子前遮挡。由于体型较大，侯
某虽将头躲在了桌子下面，但仍有部分身
体露在外边，这场面让执行干警忍俊不
禁。侯某见躲藏败露，只好面对现实，默
默地穿好衣服接受拘留的处罚。

“伪装赖”
——躲到粮库雨篷布下
被执行人李某经营粮食生意，其本人

有能力偿还欠款却一直拒不履行义务。4
月 15 日下午，执行干警来到李某家时，发
现桌上有两杯热茶，却只有一人饮茶，这
分明是有人临时离开。执行干警遂到李
某家后院粮库进行搜查，最终在粮库的蓝
色雨篷布下找到了躲藏在此的李某。执
行干警对其进行了劝诫训导，最终李某积
极与申请人进行协商，案件达成和解。

“暴力赖”
——拿起钉耙要打法官
4 月 18 日，当镇平县法院的执行法官

来到被执行人刘某、赵某夫妻二人家时，
发现其家中停着一辆小轿车，便要求查看
行驶证。遭到拒绝后，执行法官依职权决
定强制带离刘某进行审查。在此期间，赵
某不停地辱骂法官，还顺手拿起钉耙要伤
害法官，幸好被其他执行干警夺下。考虑
到赵某家中有两个小孩，法官仅对赵某进
行了批评教育。最终，刘某被司法拘留15
日。

“组团赖”
——拘留所里团圆
4 月 15 日，方城县法院执行局干警来

到马某山家，准备对长期抗拒执行的马某

山实施司法拘留，但是马某山及其妻子、
哥哥等家人不仅不配合反而开始撕扯、推
搡、攻击执行干警。最终，被执行人马某
山不仅自己进了拘留所，其家人也因妨碍
执行被实施了司法拘留，一家人“组团”抗
法，在拘留所里实现了另类的家庭团圆。

“演戏赖”
——隐瞒真实收入
张某因拒不偿还 10 万元借款而成为

“老赖”，新野县法院的执行法官冻结了张
某的工资卡，该工资卡每月有1800元的固
定收入。考虑到 10 万元的借款仅靠冻结
这张工资卡来偿还不太现实，执行法官便
电话联系上张某。张某在电话中饱含悔
意，表示虽然愿意履行判决义务，但确实
没钱，只好一点一点偿还。正当大家信以
为真之际，执行干警又查到张某有10万元
年终奖。善于演戏的张某这下慌了神，当
即便履行了判决义务，案件顺利执结。

“公职赖”
——气焰嚣张

“你把我的手铐打开，我有钱就不还，
你们也拘留不了几天。我当过兵，当过公
务员，拘留所就在我们地盘上，这不算个
什么事。”不久前，在卧龙区法院执行局办
公室，“老赖”张某嚣张地说。考虑到张某
是国家公职人员，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将会对其工作和生活产生负面影响，执行
法官找到张某，向其发出“最后通牒”。谁
知张某仍置之不理，法院便决定对其实施
司法拘留。迫于强大的执行压力，张某主
动与家人联系，履行了6万元执行款。

这些“老赖”脸谱

□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王彬 马骏

东躲西藏、避而不见、隐姓埋名、满口谎言、转移财产、暴力抗拒……全
省法院开展集中执行活动以来，“老赖”们规避执行的手段也跟着花样百
出。5月16日，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意挑选出了10起执行案件典型“赖”
例，将“老赖”们的各种脸谱展示出来，同时也提醒众多被执行人，只有尽快
履行义务才是正确的选择。

三项措施
掀起反贪办案新高潮

多举措实施“家庭促廉”

5月17日晚，体彩大乐透第17056期开出
4注头奖，基本投注单注奖金1217万余元（含
派奖金217万多元），其中1注追加头奖，单注
总奖金 1947 万多元（含派奖金 347 万余元）。
当期开奖过后，体彩大乐透奖池滚存36.23亿
元。

前区号码热两头冷中间
体彩大乐透 17056 期前区开出奖号为

“01、04、24、27、32”，后区开出奖号为“03、
10”。

前区号码呈现热两头冷中间的态势，“0”
字头号码开出2枚，“2”字头号码开出2枚，近
期火热的“3”字头号码，也有 1 枚亮相；其中

“27”是此前区最冷号码，此番是间隔 17期后
开出，“01、04”则是分别间隔10期、9期开出，
也属于偏冷的号码，“32”则是仅间隔 1 期再
度亮相。后区“03、10”是一大一小、一奇一偶
组合，“03”是连续 2期开出的重号，“10”则是
间隔4期再度亮相。

4注头奖均过千万
当期全国中出 4 注一等奖，基本投注常

规奖金达到了封顶的 1000 万元，其中 1 注是
追加投注命中，常规奖金也达到了封顶的
1600 万元。而在摊分了 1000 万元的派奖奖
金之后，当期基本投注头奖单注总奖金 1217
万余元，追加投注头奖单注总奖金 1947万余

元。
数据显示，当期唯一的追加头奖出自广

东云浮，中奖彩票是一张 15 元 5 注号码追加
投注票，其中1注斩获1947万余元。

河北邯郸、山西太原的幸运儿都是单式
票中得基本头奖，前者是一张2元1注号码单
式票命中，后者是一张 10 元 5 注号码单式票
命中。上海浦东的幸运儿则是凭借一张 992
元“前区 3 胆 32 拖+后区 2 拖”的胆拖复式票
命中，单票总奖金1259万余元。

奖池继续呈现涨势
同期二等奖共中出 51注，基本投注单注

奖金 19.30万元，其中 28注是追加投注命中，

每注多得奖金11.58万元，追加投注二等奖单
注总奖金 30.88万元。三等奖共开出 671注，
基本投注单注奖金 5513 元，其中 420 注是追
加投注命中，每注多得奖金 3307 元，追加投
注三等奖单注总奖金8820元。

当期四、五、六等奖等 3 个固定奖级，共
计有 290 万余注是追加投注命中，总计送出
奖金1566万余元。

在 17056 期开奖过后，体彩大乐透奖池
还呈现涨势，攀升到了36.23亿元。本周六晚
开奖的 17057 期，一等奖仍将有 1000 万元的
派送奖金，同时还有 6279万余元的固定奖派
送奖金等着大家赢取，提醒广大彩友到时记
得追加投注。

（王伟）

超级大乐透又爆4注千万头奖

奖池滚存36.2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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