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河县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科认真
研判当前控申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创新方法，
强化措施，坚持推行“三个必做”工作法，使工
作有序开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来信来访耐心做。在信访大厅推行亲
情化服务，对来访群众实行“三个一”：一把椅
子，一杯热茶，一声问候。对反映的问题凡是
能够解决的，想方设法予以解决；不属于检察
机关管辖范围的，耐心向来访群众讲清情况。
在每年重大节日、会议期间，对办理的信访案
件定期进行集中排查，及时做好稳控工作。

二、案件办理依法做。在刑事申诉工作
上，该院坚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严格遵守办
案期限，确保不出现积案。二是进一步提升法
律文书制作水平，做到格式规范、说理透彻。三
是认真审核办理司法救助和国家赔偿案件，把办
理司法救助案件作为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的重要途径，最大化地把救助工作落到实处。

针对国家赔偿申请，该院坚持做到“有案
必理，有案必办”。案件承办人认真审查卷宗
材料，准确核实证据事实。

三、队伍建设长期做。一是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增强政治定力，提升党性修养；二是
注重业务培训，重视学习交流；三是定期组织
控申干警集中学习《刑事申诉工作指导》等优
秀期刊，提高控申队伍理论水平；四是积累办
案经验，提升控申检察队伍的整体素质。

（牛凌云 蔡琪峥）

“虚拟女友”素未谋面
骗四万余元

今年29岁的南乐县农民王某在2016年8月
份通过郑州单身男女交友QQ群，结识了 28岁
的女青年“李梦”。二人单独加了微信好友并
很快确立恋爱关系，“李梦”一直称呼王某为

“老公”。其实这个女性身份的“李梦”并不存
在，只是犯罪嫌疑人怀加加的一个虚假身份。

怀加加是一个在郑州打工的 28 岁安徽籍
男性农民，在刷QQ值时，为快速增加QQ魅力
值，他把QQ性别设置为女性。冒充女性与王
某联系后，一时兴起说钱包掉了，结果王某很
快通过微信转账给了他 200 元，他看到王某这
么好骗，就起了诈骗钱财的心思。

骗取王某的信任后，怀加加开始以各种名
义让王某给其发红包、进行微信转账，通过收
取微信红包及微信转账和支付宝转账获利 4
万余元。

直至 2017 年春节后王某要求与“李梦”见
面，“李梦”一直找理由避而不见，王某才感觉
自己上当了，于 2017年 4月向南乐县公安局报
案，公安机关接案后布置警力很快将怀加加
抓获。 （闫伟东 周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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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垣县法院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本报讯 按照“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
结合、依靠群众”的工作方针，长垣县法院有
效延伸审判触角，通过提供司法建议，开展法
治宣传等方式，增强群众法治意识，促进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
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加强刑事附带民事诉
讼案件的和解工作。 （左民廷 黄坤）

网络传销披上理财外衣
害人害己切莫上当

本报讯 近日，一起覆盖 15个省份，金额
为 500 多万元的网络金融传销案，在河南林
州浮出水面，被骗人数达到400人。2016年9
月份以来，大愿生态 APP 软件在林州市以网
络金融互助为名，以高额回报引诱他人参与，
骗取他人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这模式，
将先加入者组成一定层级关系，按照规则瓜
分下线加入者资金，确是传销无疑。”林州市
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局办案人员说。王先生
便是“中招人”。2016年底，他投5000块钱,成
为二星级会员。不久,他就回本获利近万
元。随即投入 5万元,获利 4万元。王先生未
将获利提现,直到团伙被打掉,钱也没拿回
去。与王先生经历类似的还有很多人。理财
需防“贪”戒“侥幸”。区分网络集资和网络传

销，先看回报率大小，看似丰厚的回报隐藏陷
阱，利润越高，危险越大。其次，看是否拉人
头。网络传销是违法行为，很多参与者明知
违法却在利益驱动下顶风而上。人们上当，
常因为贪婪、轻信和侥幸。明知是骗局，却认
为可以在游戏结束前获利出局,最终的结果
就是触犯法律和血本无归。（张蕾 杨镇堽）

认真做好强降雨防范工作

本报讯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封丘县支行
多措并举做好强降雨防范工作：一是高度重
视，密切关注强降雨天气变化；二是制定处置
预案和预警机制；三是全面检查办公楼层的
各个区域；四是将工作职责落实到相关部
门。 （常建华）

院长上阵126起案件一次执结

本报讯 近日，安阳市文峰区法院受理的
126 起业主申请强制执行某小区开发商的案
件顺利执结。该院院长关立兵亲自上阵，组
成专案小组开展专项执行，被执行人迫于执
行威慑主动与业主达成和解协议。

（李伟魏凡琦）

多措并举狠抓作风建设

本报讯“敢转争”活动开展以来，中国农
业发展银行封丘县支行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精
神和总行实施意见，按照要求多措并举抓作
风建设。一是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二是坚持
批评与自我批评。三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常建华）

开展暑期网吧行业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讯 为给暑期学生创造良好的网络

学习娱乐环境，泌阳县公安局通过开展暑期
网吧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规范网吧业主的
经营行为，确保暑假期间学生上网安全。一
是加大社区民警走访力度，强化和电信局与
各移动、联通营业网店协同配合，严防“黑网
吧”存在。二是各派出所组织民警对辖区内
的所有网吧进行实地突击检查，检查中对不
符合规定的网吧责令当场整改，限期整改完
毕后将随时进行复检。三是民警对网吧从业
人员进行面对面的培训，让网吧从业人员熟
知报警器、灭火器等安全设备的操作。同时，
民警发放了防盗与文明上网的宣传材料，进
一步增强网吧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及网民上
网的守法意识和防盗意识，极大地提高了安
全系数。 （张玉帆）

全力化解执行积案显成效

本报讯 为切实维护强制执行案件申请
人的合法权益，今年以来，泌阳县法院充分利
用执行网络查控手段，依法采取拘留、罚款强
制措施，全力化解执行积案取得初步成效。
为切实兑现“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承
诺，该院专门抽调精干力量成立执行积案清
理组，重点对长期未结案件进行集中筛查，同
时，要求每位执行人员对各自承办的历年积
案进行自行排查，然后分类逐项登记造册，明
确责任人和办结时限，确保有人抓、有行动、
有结果。针对执行积案所涉纠纷复杂，申请
人要求执行愿望强烈这一情况，该院对查无
可供执行财产且被执行人下落不明的案件，
依法采取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待其具备履行
能力后再恢复执行，并妥善做好对申请人的

解释说明和沟通工作。 （王平福 邱永健）

亮剑“老赖”有钱不还被判刑

本报讯 8月19日，安阳市文峰区法院以
拒执罪判处刘某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刘某
与张某因借款发生纠纷，该院判处刘某偿还
张某 10万元及利息，刘某具有偿还能力而拒
不履行判决，该院遂作出以上判决。

（李伟魏凡琦）

“五个结合”推动业务发展

本报讯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封丘县支行
把“敢转争”活动与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相结
合，与党风廉政建设相结合，与破解发展中难
题相结合，与信贷基础管理相结合，与年度工
作目标任务相结合，推动业务发展。（常建华）

集中曝光 让“老赖”颜面扫地

本报讯 2014年，张某因做生意资金难以
周转，向刘某借款 12万元，到期后，张某无力
偿还。后经永城市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
了协议。但张某还是拒不履行还款义务。近
日，张某被永城市法院微信公众号“老赖曝光
台”曝光，张某看到后觉得太丢面子，便主动
和刘某联系，并于当天还款 。（张铭李莹）

获嘉县法院召开打击“拒执”犯罪协调会议

本报讯 近日，获嘉县法院组织县检察
院、县公安局相关领导及部门负责同志开协
调会就深入开展打击“拒执”犯罪工作进行商
讨、协调，就打击“拒执”犯罪工作做了安排部
署。各单位代表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一致表
示要齐心协力把打击“拒执”犯罪工作做好，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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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樊某与其去世的丈
夫作为借款人、赵某作为其一担保人
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兰考县支行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
樊某夫妻向该银行贷款 12 万元，年
利率为 15.3%，罚息为 4.59%，借期一
年。这笔借款到期后，樊某等人迟迟
不归还借款，该银行便起诉至兰考县
法院。作为担保人的赵某等人也被
告上法庭。法院经审理，依法判决樊
某于判决生效后归还该银行贷款本
金 12 万元及全部利息、罚息，赵某等
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生
效后，因樊某、赵某等人拒不履行还

款义务，该银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该案在执行过程中，执行干警多
次联系樊某，均无果。而执行干警经
网络查控和走访调查求证，发现赵某
家中新盖了两层小楼房，名下有一辆
轿车，其本人从事花生收购生意。

2017 年 5 月，赵某因拒不履行法
定义务被司法拘留 15 日。次月，赵
某又因拒不报告个人名下财产状况
被司法拘留 15 日。其间，该银行以
赵某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向
法院提起刑事自诉。

从拘留所转到看守所，赵某意识
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彻底慌了，急忙
联系家人筹钱还款。事后，赵某家人
联系到樊某本人，经过多次劝说，樊
某于 6 月 29 日来到法院一次性履行

了全部执行款。

近日，兰考县人民法院以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判处赵某拘役两个月。

法院审理后认为，赵某从事花生
收 购 生 意 ，名 下 有 车 辆 ，判 决 生 效
后，法院向其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后，既未履行判决，也未如实
报告财产，被采取司法拘留措施，情
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鉴于赵某当庭自愿认罪，
其他义务人已将执行款全部履行完
毕，取得了自诉人的谅解，根据相关
法律规定，遂作出上述判决。

提供担保成“老赖”
拒不还钱终获刑

身边的事儿 结果

法理解析

为他人贷款提供借款
担保成了被告，法院判决要其

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判决生效
后，仍然拒不履行还款义务

成了“老赖”。

□记者 张东 实习生 苗红南

坚持“三个必做”，推动
控申业务全面开展

睢阳区检察院举办广场文化活动

“预警约谈”从源头筑牢廉洁防线
鹤壁市山城区检察院为拓展预

防监督手段，提升预防监督效果，于
近期制定出台了职务犯罪预警约谈制
度，从制度上对预警约谈工作予以规
范，丰富了预防监督方式，从源头上筑
牢干部的廉洁防线，增强预防实效。

明确约谈对象，确保预防针对
性。将预警约谈的对象明确为近年
来多次发生职务犯罪案件、整改力度
不大、措施不到位、制度不完善的部
门和单位负责人；拟实施重大工程建
设项目和开展重大经济活动的部门

和单位及重点岗位人员以及开展预
防业务中发现存在严重职务犯罪隐
患的相关单位或个人。

规范约谈方式，确保预防有序
性。该制度规定，约谈前由预防部门
填写预防职务犯罪约谈审批表，制订
约谈方案，报分管副检察长审批同意
后发出约谈通知书。约谈由两名以上
检察人员进行，采取个别约谈和集体约
谈两种方式进行，制作约谈笔录和职务
犯罪预警意见书，要求约谈单位组织人
员认真学习，建章立制，抓好整改。约谈

结束 15 天后，预防部门就整改落实
情况进行跟踪回访和效果评估，并
将文书材料归档备查。

增强约谈效果，确保预防实
效性。紧密结合办案实际，将警
示教育、个案预防、行业预防、专
项预防等内容融入预警约谈工
作中，重点剖析职务犯罪案件
的特点，分析产生职务犯罪的
原因和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
开展预警约谈工作，增强约
谈的实效性。（刘艳波）

本报讯 8 月 12 日晚，商丘市帝和
广场曲乐飞扬，欢声笑语，以喜迎十九
大“文明河南·欢乐中原”为主题的商丘
市睢阳区人民检察院2017夏季广场文
化活动专场文艺晚会在这里精彩上演。

按照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等安排
部署，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繁
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丰富广大人
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经该院党组决
定，在帝和广场组织开展了此次活动，
该院将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与夏

季广场文化活动相融合，为辖区群众打
造一场夏季广场文化系列活动。

此次晚会节目内容丰富多彩，到
场观众近千人。欢快悠扬的传统乐
器演奏，拉开了晚会的序幕。在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大环境下，由
该院干警自编、自演的豫剧现代戏《酷
情》，将整场晚会推向了高潮。一个多
小时的晚会在演员们翩翩起舞中落下
帷幕。

本次广场文化活动，该院围绕迎

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积 极 组 织 开 展 了 内 容 丰
富、形式多样、干警参与的
广场文化活动，旨在不断增
强市民的文化自信，提升市民
在精神文化生活上的获得感、
幸福感，为加快全区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着力打造“华夏历史
文明传承创新区商丘高地”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毕伟华 刘德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