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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康县法院

联帮联建助力脱贫攻坚
西华县法院
义诊活动暖人心

本报讯（通讯员 李康/文图）11 月 15 日，
太康县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建援驱车来到
该院精准扶贫帮扶村——常营镇马集村，代
表院党组与马集村党支部开展“联帮联建”活
动，为全村党员上党课，看望慰问老党员并，
不断把抓党建促扶贫攻坚工作引向深入。
首先，
张建援在村室为全村党员上党课，
带
领党员集中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并结合脱贫
攻坚工作实际进行了讲解，
他号召全体党员一
定要牢记党的宗旨，
坚定理想信念，
不忘初心，
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党课上，
马集村老党员、
原支部书记马
可信代表全体党员发言，
认为法院对马集村不
但进行了物质上、
精神上的帮扶，
更重要的是加
强了马集村基层党建工作，
使马集村的脱贫攻
坚工作由
“输血式”
扶贫走向了
“造血式”
扶贫。
会后，张建援了解到老党员马学平、何秀
莲因为行动不变，无法参会的情况后，便带上
慰问品来到他们家中看望慰问。张建援详细
询问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况，并
对他们多年来对党的事业所作的贡献表示感
谢，
希望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多保重身体。

拔掉 30 年之久的“路钉”
本 报 讯（通 讯 员 张 艳 君 李 沐
华）11 月 14 日一大早，4 位当事人举
着两面锦旗来到西华县法院，一见
到法官李沐华就激动地说：
“李法
官，我们服了，30 多年的“老钉”了，
你居然轻而易举的给拔了，村民都
非常感谢你呀！
”
送来锦旗的正是艾岗行政村某
村村民，他们所说的“钉子”，就是村
里大路上刘某家盖的违章建筑。30
多年前因村里开路占了刘某家的老
宅基地后，新村规划后，刘某却以家
里因开路被挤的没地方盖厕所为
由，竟然在大路上盖上了房屋和厕
所，不仅影响美观，而且还造成了村
民的行走不便，
乡镇两级干部和村民
多次劝说刘某拆掉，可是，刘某仍以
占地赔偿不当，
家里拥挤难耐等各种
理由拒绝拆除。转眼 30 多年过去了，
村里不断发展，旧屋换新楼，窄道变
大路，村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新
村的环境一日比一日美，
村民们再也
忍受不住刘某家这不合理的违章建筑
了，
为了大家的出行，
更为了整个村子
的整洁美观，
几位村民将刘某告上了
法庭，
该院接到该案后非常重视，
为了
不使事情恶化，
承办法官李沐华多次
找到刘某夫妇，
希望不要因一己之私
而影响了整个村子的发展，
有什么问
题可以和村干部协商解决，
拆除了房
屋不仅方便了大家，也方便了自己。
最终，
在李沐华的多次调解下，
刘某终
于认识到了错误，
拆除了违规房屋，
并
得到了村民的原谅。

张建援看望慰问老党员

太康县法院

院长审理拒执案 释法明理树法威
本报讯（通讯员 张勇）11 月 14 日上午 9 时
30 分……
“现在开庭！”随着一声清脆的法槌声
响起，由太康县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王某
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自诉人李某诉被告人岳
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两个案件，先后在太康
县法院第一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次庭审
是由该院院长、四级高级法官张建援担任审判
长。庭审全程直播，
县电视台记者跟踪报道。
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前，张建援特意增加了
释法明理的环节。在该环节中，张建援对被告
人王某说：
“作为一名成年人，在借款担保一栏
内签字，就应该明白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担保
人就是为了保证债权的及时实现，如果主债务
人没有能力偿还债务，担保人就要和主债务人
一样承担偿还债务的法律责任。在案件执行
中，
法院让你报告财产你不报告，
让你交付查封
的车辆你不交付，
你的行为就是藐视法律，
是拒
执犯罪的打击对象。如果你认为别人还欠你的
钱，
则属于另外一个法律关系，
法院也会充分考
虑到各方的利益，通过加大执行和调解力度去
解决你面临的实际困难，或者是你在主动履行
后对其他被执行人行使追偿权，但是你过去的
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你应该从内心深处认识

到你所犯的错误，以后要认真履行法院生效判
决确定的义务，
按照法律办事，
希望你在最后陈
述中把你最想说的话说出来。
”
张建援对被告人岳某说：
“ 本案是由一起
简单的交通事故民事案件引起，交通事故发生
后，作为肇事人应该按照最基本的道义去积极
抢救伤者，但是你不但不去为伤者治疗，反而
在法院判决生效后，仍不履行判决确定的义
务，这不仅仅有违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最基
本的道德，也触犯了法律。尤其是法院对你几
次司法拘留后，
你仍然视法律为儿戏，
你这种行
为是对法律的挑战，已经构成了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应该受到法律的惩处。现在法院为实
现基本解决执行难，对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采
取多种措施，
包括纳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
张
贴失信小公告，
开通
‘失信彩铃’
，
实施拘留罚款，
甚至是追究刑事责任。今天你作为被告人参加
庭审，
就是鲜活的例子，
希望今后你能严格遵守
法律，不要挑战法律权威，从内心深处反省自
己，同时也希望参加旁听的人员引以为戒。”随
后，合议庭对已经和申请人达成执行和解的被
告人岳某当庭宣判，
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判
处拘役两个月。岳某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11 月 10 日，西华县法院组
织干警赴延安，开展了以“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
司法为民、
无私
奉献”
为主题的学习活动。在延
安红色基地，
干警们瞻仰了革命
旧址，
感受了老区人民的淳朴风
情和崇高风范，
并在鲜红的党旗
下重温了入党誓词。
在宝塔山下，该院党组成
员、政治处主任赵金山带领大
家举起右臂，面对党旗，庄严宣
誓，
重温入党誓词。
通讯员 张艳君 摄影报道

聘请农业专家
指导贫困户科学种田
本报讯（通讯员 张艳君）近日，
西华县法院邀请到 5 名农业专家深入
皮营乡前候村开展科学种田技术培
训。此次培训共计 15 日，
其中包括理
论学习 7 日，实地训练 8 日。31 户村
民得到了免费受教，及时掌握了科学
种田技术，
有效提升了自我发展能力。
皮营乡前候村大多为沙土，农作
物收成较低。考虑到土质问题，该院
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赵金山同农业
专家深入田间，仔细观测土质和气候
变化，为贫困户推荐适宜种植的农作
物，并现场指导种植技术，一对一地
为群众答疑解惑，得到了村民的热烈
欢迎，
大家还积极参与。
通过该期农业技术培训，贫困户
及时掌握了大棚种植和管理技术，提
高了自我发展能力，大大增强了贫困
户脱贫致富的决心和信心。

西华县法院

司法体制改革报告获县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
本报讯（通讯员 张艳君）近日，西华县十五
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次会议。西华县法院
党组书记、院长王赞华所作的《西华县法院关
于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赢
得与会代表们的充分肯定，获得全票通过。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作出完善司
法责任制的重大改革部署以来，
该院党组认真按
照中央精神和省委、
市委、
县委要求，
紧紧抓住司
法责任制改革这个关键，
统筹推进各项改革工作
任务，
从2016年9月开始启动了司法责任制改革
工作，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的司法改革领导小
组，
制定了《西华县法院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实施

办法（试行）
》和《西华县法院首次入额法官选任考
核办法》的1+1改革方案，
严格按照改革试点方案
的要求，
首批推选了 37 名员额法官，
2017 年 3 月
通过了省遴选委员会的审核批准。
报告会上，王赞华就司法责任制改革工作
的基本情况、当前司法责任制改革面临的主要
问题做了详细汇报，并对法院今后一段时期的
主要工作做了三点打算：一是紧紧依靠党委领
导和人大监督，确保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推
进；二是坚持权责统一，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司
法责任制；三是坚持标准、严格程序，积极稳妥
推进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

本报讯（通讯员 张艳君）11 月
14日，
西华县法院邀请县中医院专家
团来到所帮扶的清河驿乡刘集贫困
村开展义诊服务，
为 200 余名患者及
时送去医疗咨询和免费药品。
清河驿乡刘集贫困村一直是
该院的重点帮扶村，院党组高度重
视该村扶贫工作，党组书记、院长
王赞华多次深入刘集现场调研。
考虑到天气转凉，村民就医不便，
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赵金山亲自
邀请中医院专家团为刘集村民送
医入户，得到了县中医院的大力支
持，15 余名来自该院内科、外科、眼
科、康复科、检验科等资深医生，携
带心电图、B 超、大量药品等一大早
来到刘集，开展了入村入户免费救
治的暖心活动。活动现场，该院驻
村第一书记杨凤林和村干部协调
服务，引导群众自觉排队，测血糖、
做心电图、把脉、针灸等，整个义诊
场面火热有序，全天义诊 200 余人，
入户 15 家，得到了刘集老百姓的热
烈欢迎和一致好评。

法官来了，俺村变了
本报讯（通讯员 张艳君）
“法院
来了，俺村儿变了，你看那路灯，你
看那地面，可带劲啦！昨天法院给
俺村儿请的中医院专家还到俺家给
俺娘针灸，俺都不知道说啥感激的
话啦。”西华县址坊镇朱家村的李大
娘乐的合不拢嘴，拉着我的手说个
不停。她说所说的变化，就是自扶
贫号角吹响后，西华县法院扶贫工
作队来到这里做的那些个实事，朱
家村扶贫第一书记王文涛说：
“老乡
满意了，才叫真扶贫。
”
朱家村是个刚立村不久的小村
庄 ，房 屋 大 多 都 是 80 年 代 的 老 瓦
房 ，甚 至 有 十 多 户 70 年 代 的 土 坯
房，因病致贫，无钱上学，年轻劳动
力无法外出打工，学龄儿童耽误必
修学业，长此下去，靠着一方的土
地，村民面朝黄土背朝天，日日过着
贫瘠的生活。2016 年是“十三五”脱
贫攻坚的开局之年。根据县委扶贫
工作部署，该院党组认真进行了研
究，成立了由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
赵金山任组长统一协调该项工作的
领导小组，
派出了以原该院基层法庭
办公室主任王文涛为第一书记的朱
家村扶贫工作队。该队来到朱家村，
一猛子扎进去，
深入调研，
挨家挨户，
老人小孩，只要是能开展的调研，他
们从不怕麻烦，只要是能想到的人，
他们从不会忘记，和村民住一起，吃
一锅饭，
拉家常，
谈思想，
把朱家村当
做自己的家，
决心要让这个家从贫困
里挖出来，
换上新容颜。
近两年来，工作队在县委、县政
府和县法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在
址坊镇党委、政府及朱家村“三委”
班子的大力支持下，以“精准识别，
精准帮扶”为工作切入点，深入谋
划，积极协调、扎实开展帮扶工作，
圆满完成了各项帮扶工作任务。30
余户常年卧病在床的贫困户得到大
病救助资金帮扶；23 个上学拿不起
学费的辍学孩子重新回到了教室；
每年开学之际，贫困户家里上大学
的孩子还能拿到助学金，大大减轻
了学费的压力；45 名青壮年在工作
队的帮扶下进入了工厂，拿到了丰
厚的工资；40 余盏路灯让整个村子
焕然一新，灯光照亮了路，也照亮了
村民的心；900 米长的大街加宽两
米；5 间村委办公室和全自动冲洗公
共卫生间即将完工；900 平方米的文
化广场正在紧张施工；580 平方米的
扶贫车间日日平地拔起。老百姓看
在眼里，乐在心里，扶贫工作队身体
虽累，心里却很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