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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召开律师行业会议，集中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做好党委政府法律参谋
本报讯（记者 王海锋 实习记者 陆鹏
通讯员 李拥军 张斌）12 月 1 日，南阳市召
开全市律师行业会议，集中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会议要求南阳市律师行
业坚持原汁原味系统学，深刻领会精神实
质、准确把握核心要义，努力学深悟透、融
会贯通，真正用党的十九大精神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南阳市司法局党委

书记、局长柴钧出席并讲话。
柴钧说，南阳市律协要把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认
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定不移做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捍卫者。要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强烈的责任担当，开展
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的全员培训，对所
有支部书记和律师党员轮训一遍，确保党

的十九大精神传达到每一位律师，入脑入
心。要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导实践，围绕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做大做强、做实做精，积极参与国家和
地方立法，规范和提升服务党委政府法治
建设的能力，努力做好党委政府的法律参
谋和法律帮手，为开创南阳律师工作新局
面作出新的贡献。

内乡县法院
执行工作再创佳绩
本报讯（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屈熙尧）
11 月 23 日，
内乡县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成延
洲组织执行干警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
并结
合该院执行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研
究解决方案，
努力用十九大精神引领执行工
作，
使执行工作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在交流和体会讨论中，执行干警一致
认为，执行程序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
线，它关系到生效法律文书能否履行，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保障的大事，对树
立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具有重要意义。
成延洲说，
要坚持用新时期社会主义思
想指导执行工作，强化创新意识，提高执行
艺术，
紧跟新形势，
紧扣新任务;要强化案件
收、执、结节点调控，力求高效结案，确保申
请执行人利益最大化;积极开展网络司法拍
卖工作，营造网络拍卖良好氛围，努力实现
网络司法拍卖工作常态化、
制度化、
规范化，
确保执行工作再创佳绩，以达到优的更优、
差的创优，
努力使执行工作再上新台阶。
执行干警纷纷表示，一定立足本职岗
位，不忘初心，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十九大
精神。

多措并举
吹响年底执行冲锋号
本报讯（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张延波
李松涛）为深入推动“基本解决执行难”工
作，坚决完成与上级法院签订的“军令状”，
新野县法院趁离年底还有一个月时间，不
断提高思想认识，强化工作举措，加强执
行队伍建设，为顺利完成年终任务打下了
坚实基础。
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对各项工作进
行再学习、再研究、再部署。要求对《基本
解决执行难第三方评估体系》及《全省法院
执行工作考核细则》进行再次深入细致学
习，把考核细则及评估体系作为“指挥棒”、
“风向标”，确保各项工作不走偏，沿着正确
方向开展。同时在深入学习研究的基础
上，对照各项评估指标及考核细则，逐一建
立部署落实台账，明确具体落实工作责任
人、工作职责、工作时限。
加强执行规范化建设，确保执法办案
真正获得群众认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
验。要求严格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
“一性两化”整体工作要求，通过狠抓执行
节点流程管理、案件评查、回访，案款管理
等工作举措，以精细化管理实现案件办理、
管理的规范化，推动整体执行工作的提升。
大力鼓舞士气，切实加强执行队伍建
设。各项工作举措能否落实，执行执效是
否能够提升，关键在于人。为此，要求紧紧
抓住执行队伍建设这个牛鼻子，在下一步
的工作中，要求通过典型示范引领、业务培
训指导、队伍结构调整等措施，进一步鼓舞
士气，努力建设一支忠诚、担当、为民、廉洁
的“执行铁军”，为赢取执行攻坚战的最后
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老人冻倒路边
民警悉心救助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员 丁俊良
乔永久）11 月 28 日凌晨 4 时许，西峡县公安
局重阳派出所接到报警电话，称在云台村国
道路边躺着一位老人，具体情况不明。
接警后，值班民警杨栋霖、辅警马毅迅
速赶往现场，只见一位约 60 岁左右的男子躺
在 312 国道路边，衣着单薄。民警赶紧将老
人抬到车上，经询问，发现老人吐字不清，精
神异常，无法正常交流。民警凭经验判断可
能是别处走失的患病老人，遂立即将老人送
到镇中心医院，经医生检查，老人身体并无
大碍。随后，民警安顿好老人，立即将老人
体貌特征向警务工作站和周边派出所发布
协查。直到中午 12 时，在民警的耐心询问
下，老人这才说出了自己的姓名。民警通过
网上筛选对比，终于确定了老人的名字叫黄
某，今年 57 岁，陕西省商南县东岗社区人，有
精神病史，在商南县医院治疗时不慎走失。
接到民警的电话，当天下午 4 时，老人的
家属从陕西商南匆匆赶到西峡县重阳镇中
心医院。当看到民警像对待家人一样细心
顾老人时，其家属拉着民警的手连连道谢：
“太谢谢你们了，
真是警民一家亲呀！
”

宛城区检察院
异地监督考察帮教

1 月 27 日，社旗县法院执行
干警来到该县产业集聚综合服务
中心，为 84 名农民工兄弟送去执

行款。截至到下午 6 时，该院共
向 农 民 工 发 放 执 行 款 90 余 万
元。 通讯员 王新兵 摄影报道

12 月 4 日上午，南
阳市卧龙区法院举办
公众开放日活动，来自
南阳师院法学院 40 余
名师生参观了该院的
诉 讼 服 务 大 厅 、12368
诉讼服务平台、远程视
频接待室、科技法庭，
详细了解了法院信息
化建设运行情况。
通讯员 丁清凌 摄
影报道

西峡县法院
巡回审理非法存储爆炸物案

迷糊
“宝爸”
送错儿
忙坏了一个警务室
本报讯（通讯员 马骁）11 月 29 日，
南阳市高新区一位迷糊的“宝爸”因为
平时没有接送过孩子，在送自己不到三
岁的孩子上幼儿园时，竟然将孩子错送
到了别的幼儿园，待门口接待老师发现
孩子不是本园幼儿时，
“宝爸”却早已离
去，
只留下在门口哭闹不止的幼儿。
无奈，幼儿园园长来到南阳市公安
局高新派出所和庄警务室寻求帮助。
了解到事情的经过后，和庄警务室民警
徐吉昌带着两名女辅警李梦、曲玉凤迅
速来到幼儿园。两个
“警花”
同幼儿园园
长带孩子在游戏区玩了一会游戏，见孩
子不再哭闹，徐吉昌委托园长先帮忙照
看孩子，
自己带领辅警帮孩子找父母。
回到警务室，曲玉凤将孩子的照片
上传到“和庄社区警务室工作群”里，请
社区各住户和辖区幼儿园帮忙查找，并

本报讯（通讯员 王远 刘路）近日，北京
市海淀区检察院未检科委托南阳市宛城区
检察院，对涉嫌强奸犯罪未遂的未成年犯罪
嫌疑人李某开展异地监督考察，这是该院办
理的首例异地协助监督考察案件。
未成年人李某因涉嫌强奸犯罪，被北京
市海淀区检察院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考验期 6 个月，因李某案发后回到宛城辖区
某校继续学习，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遂委
托宛城区检察院对李某进行监督考察。承
办检察官向李某及其父母宣读了被附条件
不起诉期间应当遵守的法律规定，以及违
反规定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对李某进行
法治教育，叮嘱李某的父母在李某附条件
不起诉期间要加强对孩子的家庭教育，及
时向检察机关报告李某的行为表现。
该院未检科检察官与北京市海淀区检
察院未检科主办检察官、义工组织组成观
护小组，明确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商讨了
下一步的具体帮教计划，通过听取思想汇
报、实地走访了解、安排心理测评、定期回
访等方式，对李某的学习、生活、思想等情
况进行监督帮教。

在幼儿园周边向附近住户询问，一直到
中午也没有查到有用的信息。遂告知
幼儿园园长待孩子家长来接时，一定要
查清楚身份再放行。
因牵挂着孩子，当日下午，徐吉昌
派李梦守在幼儿园，等孩子家长来接。
大约下午 6 时许，一对夫妻焦急地来到
了幼儿园，说孩子爸爸早上错把孩子送
到了这个幼儿园，下午妈妈去接孩子，
才知道孩子被送错地方了。而孩子真
正所在的幼儿园老师因为疏忽，竟然没
有发现该幼儿当天未到园。
核实了两人身份后，李梦和园长将
孩子交给了这对父母，并对两人进行了
批评教育。接着，
徐吉昌带领两名辅警又
来到了孩子所在幼儿园，
就幼儿园的安全
管理问题，
向幼儿园负责人做了沟通。等
忙完这一切，早已是夜幕降临。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员 李金伟
范小婵）11 月 28 日，西峡县法院在距西峡县
城 100 多公里的桑坪镇巡回审理了赵某非法
存储爆炸物案，因影响该案量刑的关键事实
问题存在争议，该院依法采用“3+4”模式，组
成大陪审合议庭在案发地公开审理了此案。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赵某在西峡县
桑坪镇鲁某、白某开发的石矿中务工，赵某
将平时爆破施工后随意存放在各地的剩余
的爆炸物品收集起来，存放到王某家废弃
的炕炉里。2016 年 8 月 9 日，王某发现并报
警，爆炸物品被公安机关查扣。因赵某非
法存储爆炸物的数量已经达到“情节严重”
的标准，检察院作出了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的量刑建议。
开庭时，合议庭紧紧围绕两个事实焦点
问题进行庭审调查，人民陪审员在合议前还
充分征求了现场旁听群众的意见，一致认为
爆炸物存放地点位于山区零星户，且村民大
多 长 期 在 外 务 工 ，不 属 于“ 人 口 集 中 居 住
区”。被告人作为矿山的工人对爆炸物没有
监管的义务，他出于好意把每次施工遗留下
来的爆炸物收集起来集中存放，是因为缺乏
法律意识和安全生产的相关知识，没有用于
非法目的。人民陪审员对这两个事实问题
的认定意见得到了法官的认同，合议庭最终
决定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关于
“情节严重”的规定。最终合议庭综合考虑
各方建议，当庭宣布判处赵某有期徒刑 5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