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法律服务惠民生

当前，检察人员分类改革正处于全面推
开的关键节点，改革大潮对司法警察原有职
能的设定和履职的范围将有重大影响。笔
者现就检察人员分类改革对司法警察提出
的新要求及司法警察采取何种举措应对此
类改革浅谈几点看法。

一、检察人员分类改革对司法警察的新
要求

（一）要求合理配置司法警察警力资源
检察体制改革要求检察官、司法辅助人

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分类管理，作为辅助人员
的司法警察也应规范化统一管理，这对于个
别未集中编队的法警部门是新的挑战。

（二）要求协调司法警察人员比例
现阶段，一些检察机关配备法警的人数

比例明显偏低，根本没有达到编队要求的
8%至12%，且法警人员年龄参差不齐，老同
志居多，平均年龄偏大。此外，在女性司法
警察配备方面也很难符合规定。

（三）要求充分发挥司法警察履职能力
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和改革后，细化的职

务分类使得司法警察主要从事一些辅助性

工作，并不直接从事侦查等检察业务，这就
导致司法警察的履职范围相对减少。在这
种情况下，要求司法警察应当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可在检察官的主导下辅助侦查。

（四）要求强化司法警察监督职能
检察体制改革使得员额制检察官的责

任和权力都在原有范围内有所扩大，这种形
式配置的检察权就需要有更为严格的监督
体制，使整体能够分工负责、互相制约，增加
办案过程的透明度，而司法警察恰恰能够担
负此类监督职能，对检察官调查取证、办案
过程的合法性等进行监督也是十分必要的。

二、司法警察适应检察人员分类改革的
新举措

（一）统一司法警察编队管理
要适时吸收一些年轻警力资源充实法

警队伍，增加女性司法警察人数，使法警队
伍的性别比例达到相应均衡。法警部门要
进一步规范编队管理，加强队伍建设，整合
法警资源，让法警人员在人数上达到 8%至
12%的绝对优势，使经整合后的司法警察成
为一支拿得出手、经得起考验，有效保卫自

侦部门高效准确办理案件的正规军。
（二）提高司法警察整体素能
为更好地适应检察人员分类改革，使司

法警察切实融入到自侦部门办理案件的过
程中，检察机关的司法警察首先要完成法警
的日常体能和专业知识训练，定期举行岗位
大练兵，对体能和专业技能进行考核，提高
法警整体水平。同时从提高法律专业知识
上下功夫，在熟知法警履职基本内容的前提
下，组织干警每周定期学习刑法、刑诉法等
专业知识，以便熟练掌握办案法律程序。

（三）拓宽司法警察辅助职能
让司法警察更多地参与到办案中，即在

一定程度上赋予法警部门新的履职范围，可
在检察官的统一调配下，小范围内协助检察
官的调查取证、证据筛选和分类等工作，从
而使检察官节省时间，提高办案效率。

（四）建立司法警察监督机制
为防止检察官在新权力下滥用职权，司

法警察还要建立监督制约机制，检察官和司
法警察之间既协作配合，又相互监督制约，
确保检察官在阳光下办案用权。

本报讯（记者 何永刚 实习生 葛庆
勋 通讯员 李宁 刘雪豪）舆论曝光，挤
压“老赖”生存空间；“大兵团”作战，打
出执行声威；执行警务化，提高执行质
效；打击拒执犯罪，加大执行力度。在
执行工作中，民权县法院穷尽各种执行
手段，巧借执行“+”策略，一大批“难缠
案”“骨头案”“棘手案”得以顺利执结。

2017 年，民权县法院充分发挥宣
传优势，利用各种媒介营造舆论氛围，
挤压“老赖”生存生活空间，形成了对

“老赖”人人喊打、人人声讨的高压态
势。同时，为了强化执行效果，继全省

“夏季雷霆”集中执行活动之后，该院又
掀起了以打击拒执犯罪为主题的“秋季
风暴”，严厉打击“老赖”，维护了申请人的
合法权益，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在实行“执行+”策略过程中，该院
集中优势兵力，在强化节点管控的同
时，确保每周进行两次“集团式”“大兵
团”作战，打出民权县法院执行气势，打
出执行声威；加强队伍建设，在组建两
个执行庭、一个综合科和一支训练有素
的法警队伍的基础上，针对拒执犯罪

“老赖”行为，制定预案，科学研判，适时
进行演练，有效提高了执行效果。

据统计，自 2017 年“秋季风暴”集
中执行活动开展以来，该院共执结案件
307件，执行标的达2000多万元。

本报讯 2017 年 12 月 19 日，申请执
行人中牟农村商业银行和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有限公司签订的“执行悬赏保
险”正式生效，负责该银行不良贷款清
收工作的刘某看到法院发布的执行悬
赏公告，感觉踏实不少，对中牟县法院
推出的“悬赏执行”措施赞不绝口。

经常和执行局打交道的刘某，在听
取执行干警张勇军对“悬赏保险”的解
释和建议后，积极向公司请示使用该
措施。很快，该银行向法院提出对10名
一年以上行踪不定，又查不到财产的被
执行人使用“执行悬赏保险”的申请。

其中，一起案件是 2015年 3月该银
行付给中牟县八岗乡梁某的 40 万元借
款，两年来，梁某一直拒不履行还款义
务，银行也查不到此人行踪。与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签订“执行悬赏保
险”合同后，该行向保险公司支付了
1000元保费，法院随即发布了失信被执
行人梁某的“悬赏执行”公告。公告称，
如果在保险期限内有举报人提供有效
线索，保险公司会依照悬赏公告和合同
约定向举报人支付1万元赏金。

“‘悬赏执行’已经不算新鲜事物，
和保险公司联动，降低了申请执行人负
担，最终目的就是让广大群众参与到打
击‘老赖’的行动中。促使被执行人切
实履行义务，最大限度地保护申请人的
合法权益。”中牟县法院执行局负责人
陈常义对“执行悬赏保险”措施的预期
效果充满信心。 （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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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10100690580195P）：

本委已受理陈宁与你单位的劳动报酬争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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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破执行难

“悬赏执行”捉“老赖”
第三方出赏金

浅谈司法警察如何适应检察人员分类改革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检察院法警大队 刘传华 周贝贝

2017年夏天，周口市商水县胡吉镇北岭
村村民邝某明、邝某成和弟媳王某到该镇司
法所申请调解家庭纠纷，律师刘家峰受指派
参与此次调解。

原来，二哥邝某成没与弟媳王某商量，便
把王某种在他家菜地边的桐树枝剶了剶。第
二天早上 5点多，王某看到被剶得只剩下主
干的桐树很生气，就找哥嫂理论，话说得也重
了些。二嫂见王某大清早黑着脸找上门，心
里也不痛快，一言不合，两人就动了手。

事情发生后，邝某明出面调解家事，但
矛盾越来越激化，最终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多
年前邝家老人留下的承包地上。邝家除了
父母外，还有一个大娘跟他们一起生活。由
于大伯去世得早，大娘膝下无儿无女，为了
让老人安享晚年，邝家父母在世时约定，三

位老人由三兄弟共同赡养，他们的后事也分
别由三兄弟负责。此后的几年三位老人跟
随三弟一家共同生活，老人的几亩责任田也
由老人和老三一家共同打理。

几年间，三位老人相继过世，弟兄三家按
照约定把老人的后事办得体体面面。父母的
责任田以后由谁来种，兄弟之间再也没有提
及，直到这次妯娌发生口角，才把这件事儿真
正说破。

老大和老二认为，父母留下三亩二分
地，三家理应平分，念在老三已经去世，老大
和老二一家一亩地，老三家一亩二分地。

面对大哥二哥提出的“分地”要求，王某显
然不情愿。她认为，这么多年父母和大娘的生
活起居全由她照顾，作为丧偶儿媳，她心甘情
愿在老人跟前尽孝，甚至比两位兄长还用心。

“现在要求平均分配土地，分明是在欺负人。”
“你们三个能够认真赡养老人，我非常

赞赏。现在的矛盾是王某在赡养父母方面
做得更多，她也因此认为，自己理应多得财
产。”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刘家峰决定从
法律角度劝解王某。看王某表示同意，刘家
峰继续说道：“王某能否全部得到或者多得
财产呢？其实是不能的！”

刘家峰告诉王某，因为当初老人没有明
确表示将全部土地留给三儿媳经营，因此，
老大和老二都有经营的权利。

“但法律面前我们也要重视亲情，老大
和老二日子不错，大家商量个意见把地分
好，维持好亲情，不要再闹矛盾了。”经过耐
心调解，最后，王某同意自家要一亩六分，剩
下一亩六分地由大哥二哥耕种，邝某明和邝
某成表示赞成。调解现场，邝某成为自己私
自剶桐树的行为向王某道歉，王某也就自己
的吵闹行为向二嫂致歉，一场家庭纠纷就此
平息。

律师化解分地引发的纠纷

本报邓州讯（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魏新洲 史传敬）近日，邓
州市公安局胜利派出所悉心照
顾一位走失老人，并快速帮老人
找到亲人，勾勒了一幅“警民一
家亲”的和谐画面。

2017 年 12 月 30 日中午 12 点
半，邓州市公安局胜利派出所接
到 110 指挥中心指令称，邓州市
白马加油站有一位老太太找不
到家了。接到指令后带班民警
龚飞、米高阳立即放下饭碗，迅
速出警找到老太太。经询问，民
警得知老人今年 78 岁，一直居
住在女儿家，早晨出门后找不到
回家的路了。看到老人神志不
清，吞吞吐吐只能说清自己的名
字和女儿的名字，便将其带回了
派出所。到达派出所值班室后，
民警担心老人着凉感冒，为老人
端来了热茶和饺子，让老人暂时
在所内休息。同时他们还通过
老人提供的信息，多方联系，最
终找到了老人的家属。

老人的女儿丁某在胜利派
出所见到正在休息的老人时，激
动得哭了起来，老人的儿子紧紧
拉住民警的手说：“谢谢，警察真
好。”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赵
金海）2017 年 12 月 28 日傍晚，新乡市高新
区消防大队接到报警称，一所小学里一名
男同学的胳膊卡在了操场上的排水道缝隙
中。该消防大队接到报警后迅速出动一辆
抢险救援车和5名战斗员赶往现场。

到现场后，战斗员侦察发现，一名小学
生右手臂被紧紧卡在操场排水道的缝隙
中，无法取出。由于疼痛和害怕，小男孩情
绪不稳定，一旁的家长和老师十分焦急。
指挥员结合现场情况和以往的救援经验，
得出将旁边的塑胶撬开慢慢移动手臂为最

佳救援方法后，果断下令实施救援。消防
官兵一边利用手动破拆工具撬开旁边的塑
胶缝隙，一边配合家长和老师抚慰小男孩
的情绪。两分钟后，消防官兵小心翼翼地
将小男孩的胳膊移动到撬开的缝隙中，成
功将小男孩的右手臂取出。随后，120急救
人员为小男孩进行消毒包扎。

在此次事故的处置过程中，消防官兵
机动灵活，凭借丰富的救援经验，不仅赢得
了被救男孩家属及其学校的高度赞扬，同
时，也培养了消防官兵之间的默契，为以后
抢险救援工作积累了经验。

郑州市中原区建设路街道办事处司法所联合辖区巡防队员，利用元旦假期有利时
机，在辖区阳光新城广场开展了法治宣传活动。居民纷纷表示希望多开展这样的法治
宣传活动，以便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 记者宁晓波 通讯员 王辉 摄影报道

暖心民警

男孩手臂被卡 消防官兵化解险情

助七旬老人找到亲人

□ 记者 荆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