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李明）日前，平顶山市中级法院院长刘冠华
先后前往舞钢市法院、叶县法院、卫东区
法院，并通过市中级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对
宝丰县法院等 7 个法院的“基本解决执行
难”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集中督导检查。

督 导 中 ，刘 冠 华 逐 一 听 取 了 10 个 基
层法院近期“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
汇报，随机抽取询问了部分执行案件办理
情况，帮助各基层法院分析研判执行工作
问题短板，并对各基层法院下一步执行工
作开展提出了具体要求。

刘冠华表示，近期以来，全市法院不
断加大执行工作力度，广大执行干警“蹄
疾步稳”，扎实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
开展，值得肯定。他要求，要充分认清当
前“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面临的严峻形
势，时刻保持执行工作的紧迫感和使命
感，严格落实市中级法院提出的“明白、精
准、落实、担责”工作要求，迅速理清执行

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科学制订解决
方案，积极采取有效举措，持续提升执行
工作效果。要坚持问题导向，做到精准发
力，要明确工作差距和短板，找准问题症
结和根源，逐项、逐案列出问题，明确整改
举措和时限。要突出执行结案的核心地
位，坚决做到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执行到
位，无财产可供执行的终结本次执行到
位，杜绝案件“久拖不结”情况发生。要加
强节点管理，严格规范执行，要持续在严
格规范执行上下功夫，认真落实执行工作
节点管理要求，抽调专人负责执行案件节
点管控，确保执行案件信息的准确性、及
时性，倒逼执行工作高效有序开展。要夯
实工作责任，严防工作棚架，各基层法院
一把手、执行局局长要切实担起领导职
责，准确掌握全院执行工作及重点执行案
件情况，“挂图作战”，做到案件底数清、情
况明，确保执行工作不留死角；执行部门
要加强与其他业务庭室的沟通协作，从立

案阶段开始，全面评估案件情况，综合施
策，确保新收执行案件顺利执结；执行人
员要逐一清查自身案件底数，建立执行工
作台账，倒排执行节点时间表，防止工作
棚架。要关心关爱干警，凝聚执行共识，
要高度关注干警工作生活情况，进一步加
大车辆、经费、设备等全方位保障支持力
度，解决干警开展工作的后顾之忧，真正
举全院之力投入到执行攻坚中去，坚决完
成“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任务，向人民群
众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据了解，今年以来，平顶山市两级法
院在以往执行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
责任、优化举措，积极克服解决执行工作
中的困难问题，扎实推进“基本解决执行
难”工作开展。截至目前，该市两级法院
开展各类执行专项行动 20 余次，依法采取
拘留措施 659 人次，罚款 353 人次，立案受
理拒执犯罪案件 195 件，审结 165 件，6711
名失信被执行人被纳入“黑名单”。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
员付康生陈明星）为增强学校师生的
法治观念和遵纪守法的主动性、自觉
性，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和提高自我保
护能力，6月 4日，平顶山市新华区法
院党组成员郭力维和刑庭干警李慧
来到该区育才中学，为该校2000余名
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制课。

李慧以近年来发生在校园内外
的真实案例为切入点，以案说法，从
情、理、法三个层面深入浅出地阐述
了青少年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原因、
发案特点、严重危害及其如何预防
等，深刻形象地向学生们阐明了遵纪
守法以及用法律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的重要性，增强学生自觉守法意识和
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从源头上预防和
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发生，告
诫青少年远离犯罪。

近年来，新华区法院高度重视青
少年违法犯罪预防工作，广泛开展形
式多样的“送法进校园”活动，积极探
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新方式、新载体，
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了良好的
司法保障。

平顶山市新华区法院
以案说法护学子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
讯员 杨冠领）为进一步增强为民服务
意识，提升执法水平，坚决打好提升
安全感满意度攻坚战，进一步展示司
法行政干警和法律服务人员良好形
象，提高人民群众对司法行政机关的
满意度，平顶山市司法局继 5月 29日
后，于 6 月 5 日第二次在全市范围内
组织了声势浩大的集中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地点由各县（市、区）司
法局在各自辖区内选择人员较为密
集、便于组织、不影响交通的位置举
行。此次活动宣传的重点为司法行政
机关的职能、作用，将职能宣传与法治
宣传相结合，让广大群众明白司法局工
作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了解司
法局与其他政法机关的业务区别，知
道司法局想为群众做什么、能为群众
做什么、在为群众做什么，从而树立
行业形象，提高司法行政机关在人
民群众中的知晓率、满意率。

此次集中宣传形式多样，该局
组织法治文艺表演，向群众赠送印
有宣传司法局业务职能的购物袋等
物品，吸引群众；在显著位置悬挂宣
传横幅、标语，展出宣传展板，散发宣
传资料，设立咨询台，解答群众咨询，
为群众排忧解难，受到群众好评。

据统计，当日该市司法行政系统共
悬挂横幅90余条，展出展板160多块，
设立咨询台 80 余个，散发宣传资料
18000多份，解答群众咨询380人次，群
众扫码关注平顶山市司法局微信公
众号“鹰城掌上12348”600多人次。

平顶山市司法局
提高群众满意度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
员 马珂）6 月 6 日，平顶山市中级法院召
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市法院环境资源
审判工作情况。

据介绍，今年前 5 个月，该市两级法
院共受理涉环境资源类案件 183 件，其
中刑事案件 30 件，民事案件 54 件，行政
案件 21 件，行政非诉执行案件 78 件；审
结 162 件，结案率达到 88.5%，无一超审
限案件。

加大环境类犯罪惩处力度，维护生
态安全。前5个月，该市两级法院共审结
环境资源刑事案件 30 件，有力地震慑了
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违法犯罪分子。
该市两级法院依法审理检察机关提起的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积极探索公益诉讼
审判规则，今年以来，依法受理了检察机
关提起的4起环境公益诉讼，并借鉴其他
地区先进经验、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依法
公正作出了裁判。贯彻恢复性司法理
念，引导涉林刑事案件被告人复植补种，
自去年以来，鲁山县、卫东区、郏县、汝州
市、宝丰县、湛河区6个基层法院已相继挂
牌成立了复植补种司法教育基地。做好环
境资源保护宣传，延伸司法职能，郏县法
院、鲁山县法院在办理公益诉讼案件过程
中，从立案、开庭、判决及判后复植补种活
动的开展，均做好媒体发布和宣传，扩大案
件的影响力，以案释法，取得良好的教育警
示效果。卫东区、湛河区等法院将环保
司法宣传纳入日常工作，深入社区、街道
开展环保知识的普法活动，增强公众的
环境资源司法保护意识。在世界环境
日，该市两级法院均制作了宣传展板、横
幅和彩页，市中级法院和新华、湛河、卫
东三个区法院集中在鹰城广场进行普法
宣传，其他县（市、区）法院在本辖区分别
开展司法宣传活动。

▶6月5日，舞钢市法院审监庭
庭长张冬仙带领法院部分干警在垭
口鑫源广场开展法律咨询活动，宣
传环境资源方面的法律常识，并倡
议群众一起行动起来，养成爱护
环境的良好习惯，共同维护好、建
设好家园。此次活动，该院共发
放宣传书籍 500 余份，解答群众咨
询 20 余次。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陈艳艳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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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中级法院

强力推进执行攻坚
持续提升执行效果

普法宣传进万家普法宣传进万家

平顶山市中级法院
严惩涉环境资源类犯罪

◀6月5日，叶县法院联合县环
保局举办环境日集中宣传活动，该
院审委会专职委员马书扬带领 9 名
干警，设置咨询台、悬挂横幅、摆
放展板，并设立以“美丽中国 我是
行动者”为主题的签字板，号召广
大群众积极行动，参与到保护环境
的活动中来。

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闫平 葛
园园摄影报道

近段时间，宝丰县检
察院持续开展“基层大走
访、送法进农村”活动，走访
群众、宣讲检察职能、解答法
律难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果。截至目前，干警走访张
八桥镇、杨庄镇共计13个行政
村，一家企业；共发放检察职能
宣传册600余份，满意度调查
问卷表500余份；解答法律问
题30余次，走访群众100余
人。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雷明阳 陈天保 摄影报道

日前，舞钢市检察院
组织该院民行科干警走上
街头向群众进行公益诉讼
工作宣传。据了解，今年以
来，该院重点针对损害国家
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的行政违法行为，
紧紧围绕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充
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
职能，扎实开展公益诉讼工
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郭淼铭 摄影报道

6 月 5 日，平
顶山市卫东区法院组织优秀法

官在鹰城广场开展“环境保护”法治宣传
活动，普及法律常识，提供法律咨询，增强人民

群众保护环境的法律意识。记者陈亚洲
通讯员雷颖浩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