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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亩薄田的纠纷
“李法官，我儿子不仅把地给我退了回

来，还拿着礼物和钱来给我磕头认错。法院
给我做了主，我要给你们送锦旗。”

正在商丘市梁园区谢集镇农村信用社
外出办理执行案件的该市睢阳区法院执行
局执行法官李笃生接到了这样一个电话。
跟随采访执行的我出于好奇，利用午饭时间
向他打听起这通电话的由来。

那天下着大雨，家住睢阳区路河镇青冈
寺村 78 岁的高英（化名）独自一人拄着拐
杖，乘坐公交车来到睢阳区法院执行局执行
法官李笃生的办公室。

“法官，你可一定要把那畜牲关起来，给
他判刑、坐牢我都不解恨。我什么都不要，
就要我那一亩薄田，法院可一定要给我做主
啊！”高英向李笃生诉说着自己的遭遇……

高英与丈夫高友玉（化名）结婚 50 多
年，生育了高鹏等3个儿子。2015年6月高
友玉去世后，75岁的高英因没有劳动能力，
就将自己的土地分给3个儿子进行耕种，自
己的生活来源只能依靠3个儿子。

后来，二儿子和小儿子平日还能对高
英尽赡养义务，可大儿子高鹏不仅不对老
人进行赡养还从未给过老人一分钱的生

活费。在双方多次的争执过程中，大儿媳
妇对高英放出了“活着不养，死了不葬”的
狠话，并将高友玉的坟头从地里迁走，所
迁走的地方，正是当初高英分给大儿子的
那一亩地。

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高英，她一纸诉状
将大儿子告上法庭，要求大儿子返还自己的
一亩土地。2016年7月，经法院审理，法庭
支持了高英的请求。

谁知，判决都生效一年了，大儿子高鹏
仍拒不履行判决。高英只得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案件也随之交到李笃生的手上。

那天，办完手续后，老人步履蹒跚地踏
着水坑走出法院。年过四旬的李笃生望着
老人的背影，久久不能忘怀。

由于被执行人高鹏常年在外打工，加之
刻意躲避执行，睢阳区法院执法局只得对其
实行强制措施，最终在第三次拘捕过程中将
高鹏抓获。

被押进法院的高鹏非但没有一丝悔过
之意，反而大喊冤枉。“老太太不能光让我一
个人养活，抓也不能光抓我自己，老婆的地
都分了，为啥单独找我要？”高鹏光着膀子拍
着胸脯大喊。

“咱俩以后啥关系都没有……”高英听
罢气得指着儿子说。原本想要促成双方和
解的意愿非但没有达成，反而矛盾进一步激
化了，高鹏随即被司法拘留15天。

家庭矛盾如此之深，也让李笃生感到这
不单单只是一亩地的恩怨，而是母子之间多
年的积怨。

为了化解矛盾，李笃生联合村干部做起
了双方的思想工作，高鹏的媳妇、儿子表示
愿意承认错误，并退还高英索要的土地。身
处拘留所的高墙电网内，高鹏的内心也发生
了变化。

看着李笃生为自己的事一趟趟地做工
作，高英也深受感动，愿意作出让步。

和解协议达成后，不到一周，高鹏就从
拘留所提前释放。出来后，他第一件事就是
拿着礼品和 2000 元现金去给母亲磕头，母
子俩相拥而泣，一场家庭纠纷就此终止。

采访结束我不禁感慨万千，正是李笃生
这样的基层法官注重化解矛盾维护和谐，才
让久违的亲情得以回归，使老人的晚年生活
得到保障。

本期美编 首席编辑 李茹 编辑 曹松柯

本报济源讯（记者 聂学强 通
讯员 李淼淼 李虹澄）8 月 20 日
—22 日，由中国旅游报、中国国际
广播电台、中国日报网、中国文化
报、中国经济导报、央视网、中国
网、大公传媒、中国网、经济观察
网、天涯社区、新浪网、网易、第一
旅游网等10多家媒体组成的“2017
美丽中国行”聚焦“老家河南·山水
太行”采风团，走进“愚公故里”济
源，对济源市全域旅游发展进行深
度体验。本报也应邀参加。

本次活动由省旅游局、中国旅
游报社主办。采风团一行先后对
济源市王屋山、愚公农庄等美丽乡
村点进行采风采访，共同感受济源
独具魅力的传统文化精神、高速腾
飞的经济发展和悠久的历史文化
气息，通过媒体的专业视角以及全
媒体传播方式，发现和感悟济源全
域旅游的新魅力。

为进一步加强军警共建，着力提升部队官
兵交通安全意识，8月23日，郑州市公安局交警
九大队民警深入郑州警备区，为全体官兵讲了
一堂精彩的交通安全宣传课。

民警介绍，发生事故后，在不涉及人员伤
亡、车损不大的情况下，靠手机上的快处快赔
APP，就能完成事故现场的证据固定。活动中，
民警组织官兵通过模拟事故现场，讲解了事故
处理方法。

记者宁晓波 通讯员 沙鹏睿 摄影报道

本报许昌讯（记者 胡斌 通讯
员 祁继峰）8 月 22 日上午，许昌市
网（掌）上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系统
启动仪式在许昌市司法局举行，省
司法厅党委委员、巡视员周济生，
许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宏伟，
许昌市司法局局长董克俭等出席
仪式。

启动仪式上，工作人员演示了
许昌市网（掌）上法律援助便民服
务系统，与会领导共同启动许昌市
网（掌）上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系统。

周济生说，今年是河南法律援
助工作开展 20 周年，20 年来，法律
援助为我省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
提供了及时的法律帮助。许昌市
掌上法律援助的推出，延伸了法律
服务，使各个群体都能够及时地获
得法律帮助，特别是距离远、出行
不方便、习惯网上处理事情的群
众，能够及时地了解法律知识，获
得法律援助，畅通了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周济生说，搭建公共法律服务

平台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
内容，网上服务体系是一个重要载
体、重要平台，希望许昌市不断实
践、尝试、总结，让更多的群众享受
到这个创新，享受到免费的便捷法
律服务。

媒体采风团
聚焦济源

第一条 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促进公平竞争，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违反法
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的规定，从事无证无照
经营。

第三条 下列经营活动，不属于无证无照
经营：

（一）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场
所和时间，销售农副产品、日常生活用品，或
者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
可的便民劳务活动；

（二）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的
规定，从事无须取得许可或者办理注册登记
的经营活动。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组
织、协调本行政区域的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工
作，建立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协调配合的无证
无照经营查处工作机制。

第五条 经营者未依法取得许可从事经
营活动的，由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的
部门予以查处；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没有
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予以查处。

第六条 经营者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从
事经营活动的，由履行工商行政管理职责的
部门（以下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查处。

第七条 经营者未依法取得许可且未依
法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营活动的，依照本办
法第五条的规定予以查处。

第八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及法律、法

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以下统称查处部
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密切协同配合，利用
信息网络平台加强信息共享；发现不属于本
部门查处职责的无证无照经营，应当及时通
报有关部门。

第九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查处
部门举报无证无照经营。

查处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开受理举报的电
话、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并安排人员受理
举报，依法予以处理。对实名举报的，查处部
门应当告知处理结果，并为举报人保密。

第十条 查处部门依法查处无证无照经
营，应当坚持查处与引导相结合、处罚与教育
相结合的原则，对具备办理证照的法定条件、
经营者有继续经营意愿的，应当督促、引导其
依法办理相应证照。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对涉嫌无照经营进行查处，可以行
使下列职权：

（一）责令停止相关经营活动；
（二）向与涉嫌无照经营有关的单位和个

人调查了解有关情况；
（三）进入涉嫌从事无照经营的场所实施

现场检查；
（四）查阅、复制与涉嫌无照经营有关的

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对涉嫌从事无照经营的场所，可以予以

查封；对涉嫌用于无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
材料、产品（商品）等物品，可以予以查封、扣
押。

对涉嫌无证经营进行查处，依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采取措施。

第十二条 从事无证经营的，由查处部门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三条 从事无照经营的，由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
以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对无照经营的处罚
没有明确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 万元以
下的罚款。

第十四条 明知属于无照经营而为经营
者提供经营场所，或者提供运输、保管、仓储
等条件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处5000元以下的
罚款。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从事无证
无照经营的，由查处部门记入信用记录，并依
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公示。

第十六条 妨害查处部门查处无证无照
经营，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
定予以处罚。

第十七条 查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负有责任的
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
施行。2003年1月6日国务院公布的《无照经
营查处取缔办法》同时废止。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掌上法援系统
在许昌启动

畅通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

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

交通安全宣讲进军营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