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郑州繁华街道上的 BRT 站台里，
发生着一些“稀奇事”。

“咦，你看这儿播放的是啥，咋还有人的
大头照？”

“上面写着呢，是‘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曝光’名单。”

“你看，这个人是金水区姚桥乡的，欠了
50525 元。这些人就是新闻上说的那些‘老
赖’吧？”

“就是。照片、姓名、家庭住址还有身份
证号都曝光出来了，这要是让亲戚朋友看
见，多丢人啊。”在郑州市农业南路与永平路
路口附近的快速公交 BRT 站内，几名等车
的市民盯着站台上的一块显示屏，你一言我
一语地议论着。

没错，显示屏上滚动播放的，正是郑州高

新区法院曝光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这也是
该院继用移动执行指挥车在失信被执行人住
宅附近曝光“老赖”信息后的又一重磅措施。

“今天一上班，就看到了平时播放各类
广告的显示屏在播放失信被执行人信息，这
让我眼前一亮。说实话，这种做法真是很
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对这种赖账不还
的人就得下狠手……”

“法院的这种做法，无疑会给失信被执
行人带来很大的压力。即使他们自己看不
见，但他们的亲戚朋友可能会看见。如果在
机关或者企事业单位工作，那么领导、同事
或者客户都可能会看见，这就会迫使这些失
信被执行人主动还钱……”现场的市民们对
法院此举表示理解和赞同。

据了解，7 月 12 日是郑州高新区法院启

动 BRT 站台广告屏曝光“老赖”的第一天，
当天的曝光信息在 B5 等数条线路站点上
线，共曝光了 20 多个“老赖”，之后覆盖市内
所有BRT站台。

该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李文涛告诉
记者，公开曝光“老赖”信息，可利用舆论压
力迫使部分被曝光“老赖”履行法定义务，同
时也能够有效地震慑其他被执行人，促其尽
快履行法定义务。

据李文涛介绍，之前，该院也通过多种渠
道进行了“老赖”曝光，如在电视台播放曝光
信息，利用法院的沿街大屏幕、移动执行指挥
车车载显示屏及自媒体平台曝光，但总觉得
不够贴近市民。后来，他们想到利用公交车
站台这一载体，因为这里人流量大、覆盖面
广。通过和市公交公司及相关平台运营商多

次沟通协商，最终达成了合作意向。
李文涛表示，基本解决执行难，除了要依

靠法院强制执行外，还需要通过有效的宣传
手段，来迫使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法院判决、裁
定。接下来，他们还将考虑协调、联合更多的
社会平台资源来曝光“老赖”信息，不断加大
曝光力度，营造打击“老赖”的高压态势，为

“基本解决执行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
会氛围。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升、扩大平安郑州建
设的宣传成果，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平安郑州
建设的知晓率和参与度，郑州高新区法院除运
用上述手段曝光“老赖”促执行外，还通过组织
法官开展送法进社区、进学校等进行普法宣传
活动，利用院内各种多媒体播放平台，进行平
安建设宣传，受到市民的普遍关注与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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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首创：法院在公交站台曝光“老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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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荆锐 通讯员
曹晓霞）11 月 13 日下午，郑州市
委第二巡察组巡察市司法局党
委工作动员会召开。郑州市委
第二巡察组组长张永宪、副组长
靳寒冰，郑州市司法局党委书
记、局长司久贵出席会议。

据介绍，此次巡察工作将围
绕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
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三大问
题”，紧扣党的“六项纪律”，紧盯

“重点人”“重点事”“重点问题”，
重点巡察政治立场、政治纪律、
政治担当和政治生态方面的问
题，巡察工作持续至 12 月 29 日
结束，为期一个半月。

司久贵表示，该局将严格按
照巡察组的要求，认真组织、周
密安排、搞好服务，切实为巡察
监督工作提供有力保障、创造良
好环境。

郑州市巡察组公布了巡察
值班电话（0371-86116772）、邮
政专用邮箱（郑州市第 96-2 邮
箱）等。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陈
嫣）日前，鹤壁市委政法委组织编写的《以
案说法》案例读本在全市与各界群众见面。

鹤壁市一直高度重视平安鹤壁、法治
鹤壁建设，定期或不定期在各县区、市直
政法各单位、乡镇街道办事处、乡镇、社
区，开展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法制宣传

“六进”活动，积极引导社会法治风尚，创
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
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秉承“让广大群众知法、懂法，进而守
法、用法”的宗旨，鹤壁市委政法委编印了

《以案说法》案例汇编小册子。书中搜集了
该市的典型案例60件，以讲故事的形式向
群众宣传法律知识，让广大群众在了解案情
的同时，认识法律法规所蕴含的法理、意义。

本报安阳讯（记者 岳明 于彦彬 通讯员
冯永华）一位老太太卖花椒收到一张百元假
币，在公安局忍不住哭了。民警见此场景，自
掏腰包拿出 100 元放在老太太手中，另一位
民警也掏出来 100 元买下了老太太手里剩下
的花椒。这是 11 月 13 日发生在安阳市公安
局文惠分局治安管理大队的暖心一幕。

11 月 13 日上午，文惠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来了一位满脸愁容的老太太，70 多岁，花白
头发，说自己被人骗了，民警立即上前询问。
原来，老太太从林州老家来看望家在安阳市

区的儿子，来时带了一些花椒。11 月 13 日，
老太太拿着花椒来到菜市场，想把花椒卖掉
补贴家用，没有想到，一个女子要了她 20 元
钱的花椒，给了她一张百元钞票。老太太把
花椒给了女子，又找给她 80 元钱，之后才发
现那张百元大钞是假币。

老太太说着忍不住哭了起来：“那可是
我从山上一颗一颗摘下来的好花椒啊！”看
着老太太花白的头发和伤心的泪水，一名执
勤民警想起自己生病的老母亲，不由得心疼
起来，于是拿出 100 元放在老太太手里，劝

慰她好好保重身体，不要着急、不要生气。
另一位民警见状，也当即拿出 100 元买下老
太太手里剩下的花椒，劝她不要再去市场奔
波，早点回家。

两位民警的举动让老太太感动得不知如
何是好，只是用手握住民警的手不停地说：

“谢谢你们，还是民警好啊……”
当记者采访两位民警时，两位民警都

摆摆手，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这其实
也没啥，为老百姓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小事
而已。”

老太进城卖花椒
俩民警热心救助

看到老人被骗，民
警自己掏钱为老人弥
补损失，并把老人剩余
的花椒全部买走……

近日，舞阳
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深入九街
派出所，协助派
出所排查易燃易
爆等消防隐患。

记者 薛华
通讯员 王二强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王晓磊 通讯
员 王发明）近日，中牟县公安局
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
者、驻县单位代表、律师代表等各
界代表 30 余人召开座谈会，围绕
公安机关执法、管理、服务、能
力、作风、廉洁等方面，积极建言
献策。

该局党委班子认真倾听，对
于社会各界提出的意见建议认真
梳理，并表示将及时研究，有针对
性地推出系列工作措施，全面解
决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中存在的
问题，通过开展专项治理、出台惠
民举措等方式，让群众更满意。

本报济源讯（记者 聂学强 特约记
者 任宗民 通讯员 贾俊杰）近日，济源市
公安机关召开“打黑恶反盗诈破系列”三
大攻坚战推进会。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李红念要求，
全市公安机关和全体民警要牢固树立

“以打开路，惩恶扬善，把各类违法犯罪
关进法治的‘笼子里’”的工作理念，全警
动员，全警参战，全力攻坚，坚决打赢“三
大攻坚战”，确保 2017 年度各项公安工
作圆满收官，确保全市社会治安大局持
续平稳，确保为明年全市公安工作起好
步、开好头打下坚实的基础。要强力推
进三个方面的工作落实：一是确保优势
项目不后退；二是全面提升综合打击效
能；三是完善机制助推打击工作。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明 特约记者
景永利 通讯员 韦德涛）2017 年是新乡法
院系统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攻坚之年。一
年来，新乡两级法院先后开展了“春雷行
动”“霹雳五月”“秋季风暴”等专项执行活
动，打出了声势、取得了成效。11月 6日，
新乡市中级法院召开全市法院提升质效
动员部署会，标志该市法院破解执行难进
入加速冲刺阶段。

结合执行工作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新
乡市中级法院严抓责任落实和当事人监
督，建立执行工作良性运行机制。坚持严
管细控，实现精准监督、科学管理，促进执
行工作规范高效运行。与此同时，全市法
院还借鉴运用“失信彩铃”和“临控机制”等
手段、措施，进一步挤压“老赖”生存空间。

听民声让群众更满意

巡察组进司法局
紧盯“三大问题”

讲政法故事
看鹤壁“读本”

从三方面努力
保济源平安

严管细控
新乡力破执行难

本报滑县讯（记者 朱广亚
通讯员 张稳）近日，滑县检察院
控申接待室第四次被最高检表彰
为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示范
窗口”，成为河南省检察机关 11
个继续保留该荣誉的单位之一。

近年来，为适应控申新增业
务的需要，滑县检察院专门为控
申部门配备民商法专业的全日制
研究生，组织新进人员、新提拔的
党组和中层干部到控申部门进行
岗位锻炼，使他们成为控申工作
坚实的“后备军”“急救员”。 滑
县检察院 2014 年以来又先后投
资 80 余万元，对检务公开大厅、
控申接待大厅、案件管理中心进
行了整体提升，建成、完善 270余
平方米的综合性受理平台，高标
准建成了滑县检察院远程视频接
访系统，提升了“窗口”信息化应
用程度，营造了便民利民新环境。

滑县检察院

蝉 联 四 届
全国“文明接待
示范窗口”

排查
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