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今年以来，邓州市检察院反贪局以
实现创先争优为主线，围绕当前该市中心工作，
不断强化工作措施，始终保持查办职务犯罪的
高压态势，取得了良好成效。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任务使命。该院
认真组织反贪干警开展学习，充分认清当前形
势，明确目标任务，打牢思想基础，把全局的认
识高度统一到如何完成今年办案目标这一主题
上来。根据年度目标任务，该院制定了切实可
行的措施，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稳步开展。

保障发展，服务大局，忠诚履行职责。该院
充分发挥司法体制改革的机遇优势、检察机关
打击经济犯罪的职能优势，加大对扶贫领域、破
坏市场经济秩序、妨害重点工程建设、商业贿赂
等犯罪的打击力度，保障该市扶贫工作稳步开
展，保证各类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突出重点，维护稳定，提升执法公信。该院以
服务市委市政府扶贫攻坚工作为第一要务，严肃查
办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各类职务犯罪，保持反腐
高压态势，持续推进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
众利益的专项工作领域犯罪，弄清行业“潜规则”，
找准重点环节和突破口，滚动深挖窝案串案。

完善机制，加强管理，建设过硬队伍。该院
以全院正风肃纪专项整治活动为契机，明确内
部考评机制，将日常管理与年终考评相结合，加
大对上班、开会、办案等纪律的督查强度；改进
教育培训模式，将办案与案件讲评、观看视频、
实战观摩、业务竞赛等方式相结合，提升干警侦
查能力。 （马海洋）本报讯 近年来，商城县检察院不

断探索建立精神病人强制医疗“1+3”
联动机制，实现与该县公安局、法院、
精神病医院的沟通协调，有效监督强
制医疗执行程序，取得了良好的法律
效果和社会效果。

监督关口前移，与公安机关建立
联动机制，监督强制医疗程序依法启
动。为解决涉精神病患者案件在公安
环节不立案、不鉴定，不依法向检察机
关递交强制医疗意见书等问题，商城县
检察院与县公安局建了 24 小时内通报
制度，要求当有涉精神病人犯罪案件
时，公安机关要在24小时内将犯罪嫌疑
人的基本情况、案情、强制措施等相关
情况书面告知检察机关。建立分级审
查制度，对年老体弱及暴力倾向较低的
精神病人，建议公安机关责令由当事人
的监护人进行监管，联系医院及时治
疗；对暴力倾向较为明显的精神病人，
建议由辖区派出所联合监护人加强监
管，必要时送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对
暴力倾向严重且监护人难以有效控制

的涉案精神病人，建议公安机关及时提
出强制医疗意见书，启动强制医疗程
序。同时，该院还建立了联席会议制
度，要求检察机关与公安部门分别确定
联络员，每月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及时
研究解决有关问题。

注重审后监督，与法院建立联动机
制，切实维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针对执行机构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
诊断评估随意性大以及“变相羁押”等
问题，商城县检察院建立了定期评估
回访制度。要求强制医疗决定作出
后，由商城县检察院刑执局与商城县
法院刑事庭组成联合工作组，在 3 至 6
个月之间设定一个评估期间，定期组
织强制医疗机构对被执行人进行病情
评估，根据评估情况作出是否解除强
制医疗的决定。在此基础上，商城县
检察院还建立了“指定监护人”制度，
对没有监护人或者监护人严重不适格
的精神病患者，指定其近亲属或住所
地村（居）委会作为监护人，对强制医
疗程序享有申请复议和申请解除的权

利，最大限度维护被强制医疗人的合
法权益。

主动延伸职能，与精神病医院建
立联动机制，监督强制医疗到位。为解
决强制医疗执行机构错位、医疗经费严
重不足、与普通精神病人混住混治等执
行不规范问题，商城县检察院督促县精
神病医院实行强制医疗经费保障制度，
与县精神病医院联合向县政府呈送《关
于建立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经费保障制
度的报告》，得到县委、县政府的高度
重视。该县每年从县财政拿出 50 万元
作为专项经费，各乡镇每年拿出 3 至 5
万元专项经费，全部交由县民政局统
一管理，专项滚动用于特困精神病人
的强制医疗；建立分区治疗制度，监督
县精神病医院建立强制医疗科室，将
强制医疗科与普通精神病治疗科室隔
绝；建立强制医疗解除后回访制度，定
期对解除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进行复
查复检，及时治疗有复发苗头的人员，
情况严重的要及时依法重启强制医疗
程序。 （胡传仁 童随宏）

本报讯 9月 10日上午，2017年中国企业 500
强榜单发布，新华保险再次登榜，居第114位。

在此前发布的 2017《财富》“世界 500 强”企
业榜单中，新华保险居第 497 位；在《福布斯》
2017 年“全球上市公司 2000 强”榜单上，新华保
险居第 369 位；在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 2017
年《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榜上，新华保险排
名第 87位，品牌价值为 379.35亿元。

经过 21 年的稳健发展，新华保险目前已成
为一家全国性的大型上市寿险企业。该公司

“十三五”规划提出，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是打
造“中国最优秀的以全方位寿险业务为核心的
金融服务集团”，主要任务是做强新华，为建设

“强大新华、价值新华、长青新华、和谐新华”的
目标而奋斗。 （郭跃华）

本报讯 9 月 8 日上午，由商丘市预防职务犯
罪工作领导小组、市检察院、市扶贫开发办公
室、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商丘市分公司主办，商丘
市睢阳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小组、睢阳区
检察院、睢阳区扶贫开发办公室、中国邮政集团
公司商丘市郊区分公司承办的商丘市扶贫领域

“预防职务犯罪邮路”启动仪式暨“精准扶贫·廉
洁为民”专题警示宣传教育活动在商丘市隆重
举行。商丘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杜新军，市检
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凤翔，市政府党组成
员、市纪委常务副书记陈晓峰，市检察院党组成
员、副检察长郭建国，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
记、主任刘彦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商丘分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刘军亚，睢阳区委书记曹月
坤，睢阳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张岩，睢阳区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赵维冠等出席仪式。

据了解，“预防职务犯罪邮路”是指将预防
职务工作与扶贫工作、邮政通信服务有机融合，
借助覆盖城乡的邮政网络，发挥邮路联系千家
万户的优势，开展形式多样的预防职务犯罪宣
传工作，构建立体化预防职务犯罪人民防线。

会上，王凤翔为志愿单位中国邮政集团公
司商丘市分公司授牌，与会领导为该公司宣讲
队志愿者颁发聘书，共同开启扶贫领域“预防职
务犯罪邮路”活动。最后，大家集体观看了“精
准扶贫·廉洁为民”专题警示宣传教育节目。

（吕晓宁 张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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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谢意
原告替被告送锦旗

8 月 30 日，许昌市魏都区法院魏北
法庭的法官罗少鹏来到办公室后，像往
常一样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丁零零……”电话铃响了，是门卫
打来的：“罗法官，请到大门口一趟，有
人找您，说是送锦旗的。”

放下电话后，罗少鹏有点犹豫，虽
说平时他审理案件时对当事人很和气，
喜欢与群众“零距离”接触，但像这种送
锦旗的事情，他还是有点排斥的。因为
他觉得作为一名法官，审理好案件是本
职工作，实在没必要送锦旗。

尽管不太好意思，甚至不太乐意，
罗少鹏还是来到了大门口。他看到前
两天调解案件的原告代理人小丁正向
他走来。

“罗法官，给您送锦旗来了，谢谢您
前两天的调解。”小丁笑着说。

对于自己调解的那起案件，罗少鹏
并没有觉得十分特殊，该案案情较为简
单，事实也清楚，调解很顺利。

“真的不需要送锦旗，这是我们的
职责。”罗少鹏边推辞边对小丁说。

“这面锦旗您一定得收下，因为这
可不是我们公司送您的，而是被告山东
泰安某置业公司委托我们送的。”小丁
解释道。

“泰安公司委托你们送锦旗？”罗少
鹏不禁脱口而出，问道。要知道，山东
泰安某置业公司可是案件的被告，小丁
所在的许昌某电梯公司是案件的原告，
被告委托原告送锦旗，对于罗少鹏来
说，还是第一次遇到。一时间，他也有
点摸不着头脑，迅速在脑海中回忆两天
前的调解画面。

不到一小时
顺利调解结案

8 月 28 日下午，罗少鹏接到一个电
话，电话是山东泰安某置业公司代理
人打来的，他们告诉罗少鹏，说他们已

从山东赶到许昌，正在去法院的路上，
希望罗法官能和许昌某电梯公司联系
一下，早点解决问题。

虽说这起案件还没开庭，但作为承
办法官，罗少鹏已详细看过案卷。原
来，2017 年 3 月，山东泰安某置业公司
向许昌某电梯公司购买了几台电梯，
在交付一部分货款后，余下的 22 万余
元货款因种种原因一直未给付。许昌
某电梯公司于 7 月份向魏都区法院提
起诉讼。8 月 25 日，原告申请冻结被告
账户，法院对被告账户予以冻结。

现在，案件的被告从山东赶到许昌
主动要求解决问题，罗少鹏觉得这是
调解案件的大好时机。于是，他立刻
给原告许昌某电梯公司打电话，原告
很快就派小丁来到法庭。

山东泰安某置业公司的代理人小
周、小王告诉罗少鹏，公司得知账户被
冻结后，老板很焦急，因为该账户是他
们的基本账户，被冻结后，公司的所有
财物来往均无法正常运转，而他们几
天后会有一笔资金流转必须使用这个
账户。

“公司派我俩来法院，希望在罗法
官的主持下尽快结案，解封账户。”小
周焦急地说。

虽然被告希望尽快解决问题，但他
们对原告起诉的金额仍有异议，他们
认为原告起诉的金额有不合理的部
分，而作为原告代理人，一开始小丁并
不愿意让步。

“被告特意从外省赶来，抱着很大
的诚意，希望你们可以适当作出让步，
这样也有利于与被告建立长久的合作
关系……”罗少鹏在调解中对小丁说。

反过头来，罗少鹏又劝说被告：“原
告方提供的证据较为扎实，如果走到判
决阶段，不仅会耽误账户的解封时间，

而且判决金额也会严格依证据计算，很
有可能要高于调解的金额……”

罗少鹏的话有理、有据、有情，原、
被告代理人纷纷点头。

最终，在罗少鹏主持下，双方当场
达成调解协议：被告于当天支付原告欠
款20万元，原告不再向被告主张下余货
款及违约金，双方就合同履行问题再无
争执。

达成协议后，罗少鹏迅速制作了调
解文书，并当场发放给原、被告代理
人。同时，他根据调解内容，通知该院
送达保全中心，第一时间对被告账户予
以解封。

案件从调解到结案，用了不到一个
小时。

被告代理人小周、小王没想到，他
们到达许昌的当天下午就能圆满解决
问题。拿到调解书后，两人高兴地乘坐
当天的高铁返回泰安，向公司领导汇报
这个好消息。

昔日打官司
如今成了合作伙伴

罗少鹏高效办案，设身处地为双方
企业着想让原被告双方深受感动。在
那次和风细雨的调解中，原被告双方也
进一步增进了了解，最终，两家公司决
定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

山东泰安某置业公司的老板对罗
少鹏一直心怀感谢，但因远在山东，便
委托许昌某电梯公司以山东泰安某置
业公司的名义制作了一面写有“为企业
保驾护航，替企业排忧解难”字样的锦
旗送到了法院。于是，便出现了被告委
托原告制作锦旗，并代为转送的一幕。

（记者 胡斌 通讯员 芦萍/供稿）

一面特殊的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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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圆满结案后，当事人给法官送
锦旗表达谢意并不算稀奇事儿，可若是
被告委托原告给法官送锦旗，就显得有
些稀奇了。这不，最近就有这样一件稀
奇事儿发生在了许昌市魏都区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