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替朋友作担保 成了被执行人
本报滑县讯（记者 朱广亚 通讯员 贾佳

王圆圆）王某替朋友借款作担保，并在借条上
签字。这一签字不要紧，王某最终承担了 2
万元连带责任。2012 年，李某向郜某借款 2
万元，让王某帮忙签字作担保。因借贷纠纷
诉至法院后，滑县法院判决李某偿还郜某借
款，王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生效后，李
某却玩起了失踪，郜某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王某成了被执行人。王某起初觉得自
己很冤，执行法官对其释法说理后，王某认识
到了自己应该为担保行为负责。3天后，王某
将2万元案款如数交给了申请人。

执行微直播 唱响法治主旋律
本报讯 新乡市凤泉区法院将互联网思维

与新媒体深度融合，努力掌握舆论主动权，定
期在新浪、腾讯官方微博直播执行活动，营造
良好的执法舆论环境。12月4日，该院开展涉
农维权案件集中执行活动并进行同步微直
播。当日，8个执行案件中，有3案履行完毕，
到位标的5万余元，拘留一名“老赖”，网友在
线围观超1000人次，展现了人民法院公开、公
正、民主、开放的形象。 （戚绍燕 程千）

开展拓展训练 提高干警素质
本报讯 12 月 3 日，泌阳县法院执行局利

用周末，组织全体干警到邻近的老乐山开展野
外素质拓展训练，进行模拟CS枪战、丛林障碍
跨越、陡坡岩石攀爬、山林隐蔽搜索等训练科
目。活动过程中，干警们热情高涨，积极应对各
种突发问题。他们纷纷表示，此次拓展训练既
磨砺了意志、强健了体魄，也提高了干警们的
组织领导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王珊张克）

多措并举 深化涉医纠纷调处机制
本报讯 濮阳市公安局胜利分局结合辖

区医患纠纷的规律和特点，做强预警研判、做

实联动治理、做细宣传引导，不断提升事前防
控、事中处置、事后稳固能力，积极维护医疗
机构及周边的治安秩序，保障辖区中医院医
务人员和患者的人身财产安全。今年以来，
该局共接报涉医纠纷35起，行政拘留3人，纠
纷调解成功率达100%。 （楚明宇）

巧调解 促还款
本报讯 12 月 19 日，申请人滕某将写有

“心系百姓为民排忧”字样的锦旗送到执行法
官手中，感谢执行法官倾心尽责、公正高效地
执结案件。滕某与王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经平舆县法院依法开庭审理，判决
王某一次性支付滕某 27万元。判决生效后，
王某一直未履行赔偿义务。12月14日，滕某
向平舆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进入执行
程序后，执行法官多次电话联系王某，做其思
想工作，劝其履行判决义务，但王某一直态度
强硬，躲避执行。为避免双方矛盾进一步激
化而导致难以执行，执行法官决定先从王某
的家人与朋友中寻找突破口。执行法官运用
丰富的调解技巧，先对王某的家人、朋友进行
了释法说理，然后与王某的家人、朋友一起，
共同劝导王某。最终，王某同意履行判决义
务。12月18日，王某主动到法院缴纳了16万
元执行案款，并与滕某当场签订了关于剩余
执行款的还款协议。 （刘航航 李凯）

开展警营开放日活动 加强警民关系
本报讯“警车里原来是这样的啊……”

“消火栓居然这么方便……”12月12日下午，
新乡市公安局南环分局为强化辖区群众对公
安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推进和谐警民关系建
设，开展了警营开放日活动，邀请辖区50余名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部分群众及 300余名小
学生走进该分局关堤警务中心，参观了解警营
文化，零距离体验警营生活。活动中，参与人
员观看了宣传片，南环分局局长刘玉平在通报
一年来该分局的工作时指出，经过全体民警的
努力，辖区治安大局步入了良性循环轨道。该
分局班子成员与参与人员进行了座谈，切实听
民声、读民意、解民情。参与人员充分肯定了
该分局的工作，对警营文化大加赞扬，并提出
了加强企业巡逻，强化防范宣传教育，防止校
园暴力等建议。此次活动进一步拉近了警民

关系，提升了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鲍 可）
开展“平安守护”行动
确保道路交通安全

本报讯 为全面做好今冬明春道路交通
安全工作，切实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唐
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结合辖区交通安全形
势，按照全省、全市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工作的
部署，迅速在全县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平安守
护”行动。该大队紧紧以道路安全隐患清零、
路面交通秩序防控、交通安全宣传为主线，全
面加强各项交通安全管理措施的落实，从严
查处各类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隐患，确保辖
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樊潇玲 李聪）
深入一线督导 服务群众出行安全
本报讯 近日，原阳县公安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李国防深入一线，督导交通民警“平安
守护”行动，认真听取一线民警对“平安守护”
行动的反馈意见和建议，着力为大家解决工
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立足辖区实际，加大整
治力度，唱好“平安守护”行动重头戏，努力遏
制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确保辖区道
路交通安全畅通，服务群众出行安全。

（谢香锋 吴松群）
跨地区执行 追回百万元购房款

本报讯 近日，申请人李某向遂平县法院
送去了一面锦旗，表达感谢之情。李某以被
执行人乙公司为担保，在被执行人甲公司购
买了 4 处房产，并支付了 100 万元购房款，但
甲公司一直不交房。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
执行干警跨地区帮助李某足额追回了购房款
100万元以及违约金50万元。（高梦琦 李娟）

“老赖”拒执 家人为其凑钱
本报滑县讯（记者 朱广亚 通讯员 聂世

辉）闫某因拒不申报财产和拒不履行判决，被
滑县法院两次司法拘留后，依然不履行法律
义务。近日，申请人提起刑事自诉，滑县法院
对闫某予以逮捕。得知儿子被逮捕后，闫某
的父亲赶忙召集家人，凑齐了钱款。当得知
如果被判处刑事处罚，会给闫某带来很多影
响后，闫某的弟弟小闫非常懊悔，说：“哥哥一
意孤行不还钱虽然有错，但作为兄弟，我没有

积极劝导其履行义务，也很自责。”
开通绿色通道 快结涉民生案件

本报讯 获嘉县法院始终把涉民生案件
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连续9年开展拖欠
农民工工资案件集中办理活动，对追索劳动报
酬案件、“三养”案件、工伤赔偿等涉民生案件，
始终坚持“快立、快执、快结”原则，通过开通绿
色通道，尽最大努力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
益。对申请人生活确有困难、被执行人又无履
行能力的案件，该院根据实际情况，积极给予
司法救助。目前，该院已办理司法救助案件
15件，发放救助金3万余元。 （王泓毓）

“四大动作”唱响“平安守护”主题曲
本报讯 为推进“平安守护”行动客货车违

法行为专项治理，原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通过
“四大动作”，唱响“平安守护”主题曲，做实客
货车违法集中整治行动，最大限度消除交通安
全隐患。该大队积极联合安监、运管部门，狠
抓货车源头安全管理；严格督促落实企业主
体责任；加强对驾驶员的安全教育管理工作；
深入农村讲解事故预防和交通安全常识，消
除农村货车安全隐患。

（谢香锋 吴松群）
“一快、二易、三用心”提高案件执结率
本报讯 遂平县法院通过“一快、二易、三

用心”，提高案件执结率。“一快”，即要求案件
承办人增强时间观念，不超时。“二易”，即要求
案件承办人处事合理，秉公执法，勤学多问。

“三用心”，即要求案件承办人处事要细心，对
待当事人要有耐心，用一颗真心为人民，全力
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高梦琦李娟）

筑牢四道防线 为学生保驾护航
本报讯 气温骤降，学生在上下学路上易

发交通事故，西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结合当
地道路特点，布足警力、加强防控、强化宣传，
切实筑牢四道防线，为学生保驾护航。成立
宣教组，强化交通安全知识教育，筑牢学生交
通安全第一道防线；成立整治组，强化集成指
挥平台应用，筑牢学生交通安全第二道防线；
成立巡逻组，实行无缝巡逻管控，筑牢学生交
通安全第三道防线；成立护学组，确保学生安
全通行，筑牢学生交通安全第四道防线。

（李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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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职能 服务大局 南阳检察机关在行动（四十一）

本报讯 今年以来，方城县检察院进一步深
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教育，注重提高
干警遵守检风检纪和检察职业道德规范的主动
性和自觉性，积极构筑廉政防线。

加强硬件建设，设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
教育宣传专栏，着力开展两种形式的反腐倡廉教
育。该院经过对国家廉政形势、廉政规定的更新教

育，使每名干警对国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建
设的整体状况有足够了解，自觉筑牢拒腐防变的思
想道德防线。该院开展典型违法违纪案件警示教
育，由院纪检监察部门对新闻媒体、网络曝光的违
反廉政纪律规定的违法违纪案件进行搜集、筛选，
并通报每名干警，定期组织全院干警观看典型案例
廉政教育片，让典型案例的主角现身说法，剖析他

们走上犯罪道路的思想根源，教育全院干警拒腐防
变、廉洁从检。该院坚持实行干警诫勉谈话制度，
深化、细化思想教育工作，抓小、抓早、抓苗头性问
题，预防和避免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该院经过一
系列举措，提高了干警接受廉政教育的自觉性和主
动性，形成反腐倡廉工作天天讲、时时抓，干警人人
参与的良性互动。 （时国庆傅莉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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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内乡县检
察院坚持“依法、全面、及时、规
范”的原则，采取“三到位”措
施，规范司法行为，积极参与社
会管理创新，努力打造“检务公
开，阳光民行”。

认识到位，推动检务公开
“常态化”。该院引导干警充分
认识到规范司法行为、深化检
务公开是保障人民群众对检察
工作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
监督权的现实需要，更是正确
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实践司法
为民，维护公平正义，不断提高
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亲和力
和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满意度
的有效途径，不断增强做好检
务公开工作的使命感。

制度到位，推动检务公开
“规范化”。该院制定了对决定
不立案、不提请抗诉的民行申
诉案件向当事人说明理由制
度、民行部门答疑说理制度，扩
大了民行案件说理的对象和范
围，完善了说理方法，解决了

“说多少”的问题。同时，该院
规定对群众申诉的案件，指定
专人进行跟踪督办，做到“每案
必有督，每督必有果”，解决了

“谁来做”的问题。
宣传到位，推动检务公开

“深入化”。该院积极开展“民行
检察宣传周”活动，组织民行干
警深入乡镇，深入农村，积极宣
传民行检察职责，发放检民联系
卡，进行普法宣传，认真倾听群
众心声，及时解答法律咨询，自
觉接受监督，保证民行检察工作
在阳光下进行。 （冯建伟）

建立“三早”工作机制 防治校园欺凌

本报讯 今年以来，南召县检察院针对社会
普遍关注的校园欺凌问题，创新建立“三早”工作
机制，着力预防和减少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

注重“早预防”，减少校园欺凌的诱因。该
院结合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原因和特点，与公
安、法院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各部
门间协作配合，着力形成齐抓共管、共同参与
的工作格局；借力微信等新媒体，宣传校园欺

凌的危害和应对办法，帮助学生提高自我保护
能力。

注重“早发现”，加强校园欺凌源头把控。该
院选任 16 名“法治副校长”，定期到各学校走访
调研，与有关部门共同将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
鼓励干警自愿成立“知心姐姐”帮扶队伍，通过结
对子等措施，对个别缺少家庭温暖而产生暴力倾
向的未成年人给予精神上的指引和法律上的规

范，纠正其日常生活中的不良习惯和错误行为。
注重“早处置”，增强校园欺凌防范实效。针

对个别校园欺凌苗头较多的校区，该院及时邀请
有关部门或专业人员提前介入干预，防止问题恶
化；培养一批心理咨询师队伍，及时疏导未成年
人亚健康心理，帮助问题少年除掉心理“毒瘤”，
消除对抗情绪，以积极心态融入校园生活。

（蔡庆娜 韩磊）

依托“两法衔接”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讯 今年以来，为了保障人民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社旗县检察院依托“两法衔接”机制，
与有关部门加强协作配合，加大打击力度，赢得
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深化“两法衔接”平台建设，夯实工作基础。
该院指派专人到行政执法单位，开展“两法衔接”
平台案例的录入、移送、查询、统计等现场教学，

确保行政执法案件全面录入，平台数据准确翔
实。同时，该院安排专人专门负责平台的运行维
护，建立平台用户单位微信群，加强工作中的沟
通交流，为推进“两法衔接”构筑牢固基础。

常规督查与专项督查工作相结合，提升整体效
能。该院每季度与县政府、纪委等部门组成联合督
查组，到相关行政单位开展常态化督查工作，对发现

的问题，及时开展督促指导；结合打击危害食品药品
安全领域专项行动，加强案件信息收集、排查和掌握，
及时发现移送涉嫌犯罪线索，防止“以罚代刑”。

加强涉案线索精细化管理，引导高效成案。
为了增强打击犯罪成效，该院把建议移送、立案
监督和后续跟踪结合起来，使每一起移送的犯罪
线索都得到认真细致的查处。 （陈磊）

走访全覆盖服务群众保民生

本报讯 为深入开展“连心富民、联企强县”
大走访活动，西峡县检察院进一步明确目标任
务，继续在全院开展“六进两服务”大走访活动，
并依托“三点一室”，将其作为一项长效机制落实
于各项检察工作之中。

该院利用现有资源，发挥职能优势，依托联
系点、帮扶点、共建点和派驻检察室，实现走访全
覆盖，使大走访活动成为服务群众、保障民生的
助推器。

建立联系点。每名党组成员及各部门确定
一个村（社区）、一家企业或一个学校作为联系
点，建立经常性联系制度，综合运用登门入户、座
谈交流等方式，加强与联系点的沟通交流。

建立帮扶点。确定一个经济薄弱村为帮扶点，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制订具有针对性、可行性的帮
扶计划，每季度走访不少于一次。干警每人确定一
家贫困家庭作为帮扶对象，每年走访不少于两次。

建立共建点。机关党组织每年要到结对共

建的村（社区）、企业走访 2 次，开展经常性的走
访共建活动，持续向群众问计、问需、问检，实现
服务社会经常化。

发挥乡镇检察室的作用。准确把握派驻检
察室的职责任务，发挥派驻检察室的前沿和阵地
作用，主动走出去、深下去，广泛开展法治宣传、
法律咨询、矛盾化解和帮扶群众等工作，不断提
升派驻检察室延伸检察工作、服务民生、服务经
济的影响力。 （马志全张宇）

加强廉政教育 筑牢廉政防线

采取“三到位”措施
助推民行检务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