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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提升群众对社会治安满意度
省市县人大代表视察淮阳县法院平安创建成果展
本报讯（通讯员 计玉新 周伟/文图）近
日，淮阳县人大常委会组织 27 名省市县人
大代表视察淮阳县法院平安创建成果展。
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苏中林，县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岳新坦等县领导参加视察，县
法院党委书记、院长范闽杰陪同视察。
视察中，各位代表对该院和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东南片区平安创建工作取得的成
果给予高度评价。代表们认为该院在平安
创建工作中，工作措施多、打击力度大、取
得成果好，下一步要进一步强化措施、重拳
出击、加大宣传，切实提升群众对社会治安
满意度。
此次平安创建宣传活动中，该院共抽
派 8 名干警开展法律咨询服务，制作摆放宣
传展板 15 块，悬挂宣传条幅 12 条，发放宣
传小册子 500 余份，
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

妯娌之间起纠纷
温情执行化恩怨

平安创建成果展现场

商水县法院 表彰办案标兵
本报讯（通讯员 朱法勇）近日，商水县
法院召开了十月份办案标兵表彰暨审判质
效点评会，院全体领导班子成员及全体干
警参加了会议。会议对十月份办案标兵进
行了表彰，并对审判执行质效情况进行了
点评。会议由该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李金
亮主持。
该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朱仲文代表院
党组宣读了对十月份办案标兵杜五行、黄
素静等 12 名同志的表彰决定，希望受到表
彰的个人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在今后的
工作中再创佳绩、再立新功，同时号召全院
干警要以受到表彰的同志为榜样，立足本
职工作，提升审判质效；严守司法底线，提
升司法公信；坚持为民便民，注重审判效
果，
推动全院审判执行工作再上新台阶。

点评审判质效

该院党组成员徐迎生代表院党组，宣
读了《商水县人民法院十月份审判执行绩
效通报》。
《通报》对十月份审判执行等工作
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分析，并对今后
的工作提出了要求。
《通报》指出，在全省
165 个基层法院中，该院一至十月份主要业
务指标均位居全省基层法院前列：平均审
理时间指数为 0.90，全省基层法院第一；长
期未结案件指数 0.00，全省基层法院第一；
延长审限结案比 0.00%，全省基层法院并列
第一；一审简易程序适用率 92.36%，全省基
层法院第二（比 9 月份提升了一个位次）；
民 事 简 易 程 序 、小 额 诉 讼 程 序 适 用 率
92.36%，全省基层法院第二；累计诉讼结案
率 95.18%，全省基层法院第四；上诉案件、
再审案件及时移转率 98.80%，全省基层法

院第五；案件结收比 99.98%，全省基层法院
第十二位等等。
《通报》最后要求：一是坚持
效率优先，更进一步提升审判质效；二是进
一步加强裁判文书上网及庭审直播工作，
各业务庭室必须按要求认真落实；三是进
一步加强信息化运用，提升网上办案水平。
该院党组书记、院长王红亚要求：一是
全院干警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不能满足
于已取得的成绩，无论是对单位，还是对个
人，全年的工作能否出彩，就看这最后的冲
刺阶段；
二是希望大家树立全院一盘棋的思
想，不怕吃苦，不计名利，奋发有为；三是全
体班子成员及全院干警一定要按院党组的
要求和制定的工作目标去努力完成各项工
作任务；
四是要严格落实院里的各项规章制
度，
不能麻痹大意，
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周口市文明办
考评扶沟县法院
“文明单位”创建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张立强 樊帅）11 月
13 日上午，周口市文明办考评组组长朱
国杰一行在扶沟县文明办高景卫主任陪
同下莅临扶沟县法院，代表市文明办对
该院市级文明单位创建工作进行考评验
收。扶沟县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徐林和
全体干警参加了考评。
在考评验收中，徐林首先代表该院
向考评组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
谢。随后，考评组观看了该院以《文明之
光耀天平 公正廉洁铸法魂》为主题的创
建文明单位专题纪录片，徐林代表全体
干警进行了汇报发言。
汇报发言中，徐林从“站位全局，凝
心聚力，以更高的认识抓创建；聚焦主
业，奋力进取，认真抓好审判执行第一要
务；持之以恒，真抓实干，持续改进工作
作风；高标准、严要求，以更高起点搞好
创建工作”四个方面，对该院下一步创建
工作向考评组进行了汇报。希望考评组
对该院的文明创建工作多指导、多提宝
贵意见。该院决心以此为契机，在文明
单位建设方面抓载体、抓提升、抓示范，
抓成效，不断巩固和提升文明单位创建
的层次和水平，为建设文明和谐法院提
供精神动力、道德支撑和思想保障。
针对该院的创建工作，朱国杰代表
考评组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该院新一
届党组高度重视文明创建工作，上下齐
心，团结一致，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
色，希望该院再接再厉，努力向更高水平
的创建活动迈进。同时，朱国杰还结合
自身工作经历，对为什么要进行创建活
动、怎样搞好创建活动及创建活动有哪
些具体要求等对全院干警进行了专题培
训，
受到了广大干警的一致好评。

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的法治
意识，有效预防青少年犯罪，切实
保护青少年合法权益。11 月 14 日
上午，太康县法院组织法官深入永
生学校，为该校师生 2800 余人作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法制教育报告会。
会后，参加报告会的师生纷纷
表示受益颇深，同时希望“送法进
校园”
活动能够长期开展下去。
通讯员 李康 摄影报道

商水县法官 巧结交通事故赔偿案
本报讯（通讯员 段晓燕 戚娟娟）近
日，在商水县法院圆满执结一起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赔偿案件。
2016 年 7 月，王某驾驶无牌三轮摩
托车与陆某无证驾驶的二轮摩托车相
撞。2017 年 4 月，商水县法院经审理依
法判决王某赔偿陆某医疗费等各项损
失 25 万元，
该判决双方均未上诉。
因判决生效后王某未自动履行，陆
某于同年 6 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
院依法向被执行人王某送达了执行手
续，并对被执行人王某的财产进行调
查，发现其名下无可供执行财产。同年
7 月，该院以王某拒不报告财产为由将
其依法拘留 15 日。拘留期满后，王某履
行了 7000 元义务，
然后人间蒸发。

一次偶然机会，证实一处住房系王
某 2016 年 5 月向周某购买，又于 2016 年
8 月转卖给胡某。因本案交通事故发生
在 2016 年 7 月，执行人员分析王某极有
可能为逃避承担事故责任而转移名下
财产，于是执行人员顺藤摸瓜，调查王
某卖房的资金去向。
经调查发现，王某卖房的资金先转
入其女婿账户，后转入其妻兄易某账
户上。经调取视频资料发现，易某的银
行卡实际为王某持有，于是执行人员果
断冻结了易某名下的 16 万元存款。
王某在得知转存的钱被法院冻结
的消息后，就赶紧来到法院，找到执行
法官，一次性支付了全部赔偿款，案件
圆满执结。

本报讯（通讯员 樊帅）扶沟县城关
镇的张某和余某是妯娌关系，今年 8 月
的一天，两人因为琐事发生争吵，情急之
下，余某拿起菜刀将张某左手小指砍伤，
而张某也在争吵之中将余某的脸部多处
抓伤，张某、余某都到医院住院治疗。后
经扶沟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张
某所受为轻微伤（偏重）。
张某多次要求余某赔偿未果，故向
扶沟县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余某赔偿其
医疗费等费用。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余
某提起反诉，也要求张某赔偿其各项费
用。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了被
告余某赔偿原告张医疗费、误工费、交通
费等费用共 9327 元、原告张某赔偿被告
余某医疗费、误工费等费用 3318 元的判
决。两项相抵，被告余某应赔偿原告范
某 6009 元。法定期间过后，双方当事人
均未上诉。但法律文书生效后，被告余
某拒不履行赔偿义务，原告多次要求后
仍没得到赔偿。近日，原告向法院提出
申请，要求法院强制执行。
法院法院执行局在收到申请后，多
次找被告余某谈话。余某抵触情绪严
重，认为法院判决不公。于是，干警向她
讲解了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要承担的法律
后果。干警还邀请了村干部到场，从法
律和情理两方面反复做双方当事人的思
想工作。最终，张某考虑到与余某本是
一家人，纠纷的起因又是因为一点生活
琐事，因此主动让步，同意余某赔偿自己
3000 元的医疗费即可。余某此时也认
识到自己本身的错误，亲戚之间本就应
和睦融洽，为此两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
由余某赔偿张某 3000 元的医疗费，剩余
3009 元张某自愿放弃。
执行干警考虑到原告张某长期患病
吃药，加之家庭困难，因此为张某减免了
诉讼费和执行费用。张某非常感动，向
干警表示以后一定和余某和睦相处。余
某也对法院执行的结果很满意，愿意与
张某化敌为友。

小伙误汇存款
法官紧急保全
本报讯（通讯员 樊帅）近日，年轻小
伙廖某焦急万分地来到扶沟县法院诉
讼服务中心，请求立即冻结他打入别人
银行账户内的一笔存款。看着他紧张
的表情，法官问清缘由后才得知，廖某
因操作失误，误将人民币 30 万余元打
入他人的银行账户，立案庭工作人员接
到申请后，按照有关程序为其开通绿色
通道办理了诉前保全有关手续并迅速
联系了执行法官。
此时承办该案的法官正在外执行其
他案件，收到本案信息后，考虑被申请人
来一次法院很不容易，且涉及钱款数额
较大，一旦该款项被提走，将发生难以弥
补的损失；案件当事人是一名年轻的小
伙，面对如此大额的钱款转账出现失误，
心理一定快崩溃了，要是再没能挽回损
失，不知道他还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为了能在账户存款未转出前及时保全相
关款项，更好的保障案件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法官在向领导请示汇报后第一时
间赶回了法院。拿到案卷材料后，又马
不停蹄的赶往相关银行网点。经过一番
努力，终于赶在银行当日工作业务截至
前抵达，完成了保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