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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贴宣传海报 曝光“老赖”
本报讯 10月份以来，泌阳县法院设计印刷

了强制执行宣传海报，并组织执行干警在长途汽
车站、银行门口、公园广场、公交站牌等人员密集
场所进行广泛张贴。泌阳县法院希望通过该举
动，对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的失信被执行人形成强
大的舆论震慑，同时，也向广大群众宣传普及强
制执行方面的法律规定。 （张克王平福）

躲债4年“老赖”饭桌上被抓
本报讯 4年前，高某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后，

永城市法院判决高某对受害人张某的家人进行
赔偿。一审达成调解协议后，高某未履行义务，
并四处躲债，案件进入了强制执行程序。近日，
执行法官了解到高某正在某地参加宴会，便立
即赶往宴会，在饭桌上找到了高某，并将其拘传
至法院。半小时后，高某的家人便将执行款
5500元送到法院，案件执结。（李莹克笑莹）

突出“三抓”全面从严治检
本报讯 遂平县检察院认真落实全面从

严治检要求，突出“三抓”，不断加强过硬检察
队伍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一是责任抓明。

该院建立党组统一领导，党组书记负第一责
任、党组成员分工负责，入额检察官各负其
责、纪检组负责监督的工作格局。二是教育抓
勤。该院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标
本兼治以案促改”专项活动，认真落实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切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
延伸。三是监督抓严。该院完善党组会、检
委会、检察长会议事决策制度，增强议事、决
策的民主性和透明度；健全党组书记与班子
成员分别谈话、班子成员之间进行谈话、分管
领导与部门干部分别谈话的廉政谈话制度；
健全案件质量监督制约体系，由案件管理部
门实时对案件流程和文书进行监控和预警，
每季度对办结案件进行评查。（何静 李俊峰）

执行干警巧调解 执结案件
本报讯 2015年8月19日，吴某、王某、谢某

分别向付某借款40万元。到了约定还款期限
后，吴某、王某、谢某均未还钱，付某遂诉至法院
并胜诉。后三被告仍未按期偿还借款，2017年
11月2日，付某向新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
院执行干警多次对双方当事人做工作，促使双
方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谢某自愿将其名下所
有的别墅作价偿还借款，并代吴某、王某偿还借
款。至此，该案圆满执结。 （高海硕 李艳）

为表谢意 朋友圈里为高效执行点赞
本报讯 11月27日下午，永城市法院执行

法官找到躲避执行的刘某后将其带到法院。当
天16时许，刘某的妻子就一次性交清了刘某拖
欠赵某的5万元借款。领到执行款后，赵某连

声向执行法官表示感谢，并表示要在自己的朋
友圈为该院的高效执行工作点赞。（夏晓彬）

情法并用 要回孩子抚养费
本报讯 遂平县法院对李某与其妻吴某的离

婚诉讼作出判决，离婚后孩子的抚养权归李某，
吴某支付孩子的抚养费。但判决作出后，吴某却
拒不支付抚养费。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遂平县
法院执行干警找到了吴某。一开始，吴某依然拒
绝支付抚养费，但在执行干警向其说明了拒不履
行生效判决的后果后，吴某当场拿出了孩子的抚
养费，并保证以后会按时支付。（高梦琦李娟）

南乐县检察院参加冬季大巡防
本报讯 11月30日，南乐县2017年度冬季大

巡防活动启动仪式在该县公安局举行。南乐县
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杨斌带领该院24名干警参
加。据悉，全县各单位共计300余人参加了启动仪
式，40余辆警车进行巡防。启动仪式结束后，相关
人员立即到各自辖区开始了巡逻巡防。（李艳生）

怕耽误婚礼“老赖”主动还钱
本报讯“法官，我今天先还 2万元，剩下

的钱每月还 1500元，你看行不？我不想因为
这件事把婚礼搞砸了……”近日，长期躲避执
行的“老赖”周某主动联系郑州市二七区法院
执行法官，要求还款。2016年，李某向二七区
法院提起诉讼，经法院调解达成协议，周某承
诺在每个月30号之前偿还李某2500元，直至
还清全部 4万元借款，如周某未按时履行，李
某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然而，在第一个月，周
某就没有按时还款，并拖着不还。案件进入

执行程序后，二七区法院执行法官多次联系
周某，周某为躲避执行一直不露面。2017 年
11月，李某向执行法官提供线索，称周某会于
近日在某酒店举行婚礼，执行法官立即与周
某联系，周某依旧态度强硬：“我没钱，结婚的
钱都是女方出的！”但当执行法官将举办婚礼
的酒店地址以短信形式发送给周某后，周某
态度立即发生转变。最终，周某偿还了李某
借款 2 万元，剩余款项与李先生达成和解协
议并由朋友担保。 （马钦阁 张颖）

巧用微信 调解案件
本报讯 11 月 23 日，平舆县法院少审庭

麻法官成功通过微信调解了一起子女抚养纠
纷案，这是该院首次用微信调解模式办理的
案件，得到了当事人的一致认可。因子女抚
养纠纷，郭某将唐某诉至平舆县法院，起初，被
告唐某的抵触情绪很大，拒不到庭参加诉讼，
麻法官耐心地对其做思想工作，唐某最终答应
应诉。但唐某身在云南，为了避免来回奔波，
麻法官在征得原被告双方同意的情况下，通过
唐某提供的微信号向其送达了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麻法官通过微信指
导唐某写了委托材料，并由其父代为签署调解
协议，最终使案件成功调解。日前，唐某已将
亲笔书写的委托材料通过快递寄至该院。该
案的审理达到了审判质量和审判效率并重的
目的。该院创新思维，为群众排忧解难，法官
及当事人的发言都有记录可寻，令调解工作
更加公开透明。 （麻小启 刘航航）

2016 年 7 月 5 日，周某因与陈某、贾
某产生民间借贷纠纷，向平顶山市新华
区法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该院于
当日作出民事裁定书，对陈某所有的车
牌号为豫 D××××的本田轿车予以查
封。该院于2016年11月8日作出民事判
决书，贾某、陈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偿还周某借款390万元及利息。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案外人王某
向新华区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要求
依法确定车牌号为豫 D××××的本田轿
车归其所有，并停止对该车辆的执行。

法院查明，2016 年 6 月 5 日，陈某与王某
签订了车辆转让协议，将自己名下车牌
号为豫D××××的本田轿车转让给王某，
以物抵债，但并未及时办理车辆过户手
续，该车依然登记在陈某名下。

近日，新华区法院依法裁定驳回案
外人王某的执行异议。

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要求依法确
定车牌号为豫 D××××的本田轿车归其
所有，并停止对该车辆的执行。物权法

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
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
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王某与陈某之间虽然签订了车辆转
让协议，但并未及时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因
此，该车转让的效力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亦不能对抗周某因诉讼而申请法院对该车
辆的查封与执行，故王某对涉案车辆不享
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对于因
涉案车辆未及时办理车辆登记手续而产生
的不利后果，可由王某与陈某依据双方的
过错程度另行予以处理。

该院遂依法驳回了王某的执行异
议。 （付康生）

本报讯 案件质量评查作为检察机关内
部监督的重要环节，对于保障案件质量，促进
司法公正，有着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为进
一步强化执法司法监督，规范执法司法行为，
促进公正廉洁司法，切实提升干警执法办案
水平，近日，商丘市睢阳区检察院开展案件质
量评查活动，并对随机抽查的该院本年度公
诉类案件进行点评。

活动主要围绕案件性质认定、事实分析、
程序应用、法律适用、社会效果及案卷装订等
方面进行一一评查，汇总形成案件质量情况
通报，力求真正把案件质量评查过程转化为
促进审判质量提高的过程。此次活动由该院
各业务部门科室负责人组成的评查小组对案
件进行逐一详细通报，在肯定好的做法的同
时指出不足，并就在评查中认定为有瑕疵和
错误的案件与参会人员现场进行热烈探讨，
对存在的共性和个性问题提出总结性反馈意
见，并提出具体要求。之后，评查小组就评查
出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要求全体检察干警
高度重视在案件质量评查中发现的问题，认
真研判，围绕原因追责任，围绕责任定措施，
切实改进司法作风，提高办案质量。

据悉，近年来，睢阳区检察院不断强化内
部监督机制，提升执法办案质量、效率和效
果，每年定期组织开展案件质量评查活动，依
据相关标准科学制定了具体可行且具有针对
性的案件质量评查考核制度，组建了由分管
领导为组长、案管办负责人为副组长、各科室
负责人为成员的案件质量评查领导小组，不
断使该院案件质量考评更规范、更科学，并为
提升人民群众对执法工作的满意度奠定坚实
基础。 （马连杰 曹鹏亮）

“晚上把车停在了家门口，第二天一
看，车内的钱丢了。”11 月 24 日一大早，
家住宁陵县城关镇的居民赵先生报警
称，其放在车内的2.3万元现金被人偷走
了。接到报警后，宁陵县公安局刑警大
队民警立即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得知赵
先生因一时疏忽，停车时竟忘了落锁，停
放在其附近的数十辆汽车的门窗均完好
未失窃。

民警调取了案发地点周边的监控，
当日凌晨1时许，一名身着深色毛领上衣
的男子走进赵先生居住的某小区，围着

停放的车辆逐一拉一下车门后便快速离
开。该男子的异常举动引起了民警的注
意。通过监控比对和追踪，侦查员王恒
获悉，当日凌晨 4 时许，该男子入住了城
区一宾馆。

经核查，该男子姓孟，27 岁，宁陵县
城郊乡人。“不爱说话，也没女朋友。”据
孟某的一网友说，他没有固定工作，喜欢
打网络游戏，每天晚上都能在网上见到
他。民警将孟某常去的几家网吧作为重
点，进行蹲守。两天后，民警在城区一网
吧将孟某抓获。

经讯问，孟某对拉车门盗窃财物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孟某说，自己不想干活，

只想到网吧打游戏，今年2月份以来，在城
区偏僻路段和小区，拉车门盗窃夜间停放
的车辆150余辆，涉案金额5万余元。

近日，涉嫌盗窃罪的嫌疑人孟某被
宁陵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民警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夜间停车时
要多留心，尽量将车停在有人照看或监控覆
盖区域，离开车辆前要确认关窗落锁，切勿
在车内存放贵重物品，以免给犯罪分子可
乘之机。（记者何永刚通讯员连永亮）

本报讯 近年来，为认真纠正检察干警
在办案过程中存在的司法不规范问题，内
乡县检察院设立了“内检讲坛”，开办了

“谈案说法讲规范”系列讲座，组织该院干
警结合办理案件的具体做法、成效和收
获，以案说法，以案讲规范，用身边干警办
理案件的亲身经历，教育提醒干警公正司
法、规范执法，提升办案水平。

近日，该院以办理谢某故意伤害案的
过程为切入点，由办理该案的干警深入剖
析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的做法和体会，并且

组织全院干警开展执法规范化大讨论。
这是该院针对规范司法行为开展的“谈案
说法讲规范”系列讲座的第二十九次专题
讨论活动。

在活动中，该院采取“课堂议案”和领
导点评的方法，随机抽取 3 至 5 名干警对
案件进行讨论。被抽到的干警或谈收获，
或提问题，或发表看法，授课人则针对干
警的疑问，答疑解惑。

“采取院内干警办案说法、课堂议案
和领导点评的教育培训形式，授课人和听

讲人都有压力，可以促使授课人精心备
课，听课人认真思考，不仅倒逼干警规范
执法，而且为干警提高素质进行了‘充
电’。”该院检察长黄玉林说。

据悉，该院已举办“谈案说法讲规范”
讲座 31 期，通过“讲议评”倒逼规范执法，
促进了全院干警素质、业务、形象的大提
升。目前，该院已有 3 项工作被省检察院
确定为品牌工作，6 项工作机制在全市推
广，28 名干警受到市级院以上记功或表
彰。 （冯建伟）

近日，郑州经开区国税局税源管理二科
收到辖区内个体工商户刘女士送来的一面写
有“业务精湛 办事高效”字样的锦旗，对该局
诚挚服务纳税人的做法表示感谢。原来，该
纳税人在办理注销的过程中遇到了难题，经
办人员积极为其解释业务流程、协调业务科
室，顺利帮纳税人解决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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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时忘记落锁
贪财者伺机行窃

谈案说法 倒逼规范执法

汽车交易 莫忘过户

开展案件评查
强化内部监督

身边的事儿

结果

提醒

身边的事儿

结果

法理解析

一男子在前半夜泡
网吧打游戏，后半夜溜至城区

偏僻路段和小区，寻找未落锁或未
关闭车窗的汽车，伺机盗窃车内财
物。在半年多时间里，该男子拉车

门盗窃，“光顾”了近百辆轿车，
盗取的现金从18元到2.3

万元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