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29 日上午 11 时，一女士来到鹤壁市山城区
公安分局红旗派出所寻求帮助。

她告诉民警，她现在通过了贵州一所学校的任教
考试，急需自己在山城区的户籍地开具无违法犯罪
记录的证明，不知道应该如何办理。

该所值班的中队长热情接待，让民警带她到辖区
警务室开具证明。开完证明后，得知她要赶下午的
飞机，民警又将她送至乘车站点，告诉她详细乘车路
线。她一再表达自己对分局民警的感激之情。

（暴珂）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
员 李宁）日前，鹤壁市山城区某
学校老师肖某匆匆赶到山城区法
院，将 7000 元现金交到申请执行
人手中，感慨地说：“为人师表就
该做好榜样，现在我真觉得无债
一身轻啊！”

2017 年，刘某向王某借款 1.3
万元，因王某和刘某并不熟悉，便
让在某学校当老师的肖某作担
保。考虑是朋友关系，肖某便在
借条担保人一栏签了字。谁知借

款到期后，刘某却以经济困难为
由拒不还款。于是，王某将刘某
和肖某诉至法院。经法院调解，
刘某限期偿还刘某借款 1.3 万元，
肖某对其中的 7000 元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但调解协议生效后，刘
某、肖某均未依约还款，王某申请
强制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马
保军告知了肖某拒不履行法院生
效裁决的后果，同时强调，如果被
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基本信息

将被曝光，乘车、贷款等方面也都
会受到限制。一听到信息要被曝
光，肖某立马慌了神：“千万不能把
我列入黑名单啊，要不然我以后还
怎么教学啊。我现在就还款！”

当天上午，肖某就去银行取了
钱，交给了申请执行人王某。办好
结案手续后，肖某的脸上露出了笑
容：“刚才进法院时，我捂得严严实
实的，我多怕被学生看见，多怕会
破坏我在他们心中的形象。但是
现在还清钱了，什么也不怕了！”

“铃铃铃……”一阵急促的手机
铃声响起，侯轶一下从睡梦中惊醒。

“侯局，老板回鹤壁了，现在就
在京港澳高速（公路）上，你们快
来。”

“孙某，别着急，我们马上到。”
侯轶挂断电话，立马穿衣出门。

此时是 5 月 16 日凌晨 4 点，天
空还是一片漆黑，借着灯光，尚能看
见密密斜织的雨丝打落在地上。侯
轶顾不得这些，立即往高速公路赶，
同时安排法警一同前往。

侯轶是鹤壁市山城区法院执行
局副局长。孙某是某案件执行申请

人。2016年，孙某在郭某承包的工
地上干活，工程结束后，郭某拖欠孙
某 1.8万元工资没有支付。案件进
入执行程序后，执行干警多次寻找
郭某的下落，但郭某长期在外地居
所不定，且无财产可供执行。这次
他回鹤壁，是执行的良机。

4点20分，3名执行干警均已到
达了浚县收费站，紧紧地盯着收费
站出口。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依然
没有等到郭某的出现，等到的只有
越下越大的雨、炸雷和闪电。为了
能看清来往车辆，3 人顶着风雨下
了车，来到了路边的警亭下继续等

待。本来就有些感冒的侯轶接二连
三地打着喷嚏。

8点14分，雨慢慢小了，被执行
人郭某的车辆终于出现在执行干警
的视线中。

9 点 05 分，执行干警将郭某带
到山城区法院执行局办公室。看着
已经生效的判决文书，听着拒不履
行法院判决书会导致不利后果的警
告，郭某终于低下了头。他打电话
叫来自己的助理，偿还了拖欠两年
的工资款。

此时，窗外雨已经停了，和煦的
阳光照在大地上。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
员 申相勋）近日，淇县人大常委会
主任蒋宗军一行到淇县法院调研
民事执行工作，并实地视察该院铁
西法庭、诉讼服务中心、执行指挥
中心。淇县法院党组书记苗青陪
同调研。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苗青
从执行工作总体情况、主要做法及
成效、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及下一

步工作思路等方面，向调研组全面
客观地进行了汇报。

听取汇报后，就打赢“基本解
决执行难”攻坚战，蒋宗军说，要坚
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聚焦困扰
执行工作的主要困难和问题，用足
用好法律政策、惩戒、舆论等各种
手段，迎难而上，坚决打赢这场攻
坚战。要坚持实事求是、立足当
前。坚定“基本解决执行难”的信

心和决心，从工作实际出发，着力
解决眼前问题，处理一批典型“老
赖”，执结一批“骨头案”，提升法院
公信力，维护法律权威。要坚持加
强联动，促进合作。紧紧抓住推进
智慧法院建设的有利契机，加快推
进执行信息化建设。积极协调、推
动办公平台建设，不断完善联动机
制，优化执行资源配置，实现执行
效能最大化。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
员 李宁）日前，鹤壁市山城区委
办公室和山城区政府办公室联合
下发了《关于解决人民法院基本
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要求全
区构建“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
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
部门配合、社会各界参与”的支持
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工

作机制，进一步提高人民法院执
行能力，全力破解执行难，提高司
法公信力。

意见要求，全区要形成支持
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工作
合力，完善党政机关支持人民法
院执行工作的制度，加强联合惩
戒，严厉打击拒执犯罪，加强信息
公 开 与 共 享 ，提 高 执 行 查 控 能

力。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在装备、
经费等方面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
提供保障。

意见强调，对失信被执行人，
要在公务员招录、入党、企业设
立、申请政府补贴性资金、文明单
位参评、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
校、入伍等方面都进行严格限制，
迫使其尽快履行义务。

▲近日，鹤壁市淇滨区检察院组织干警到辖
区学校开展了“送法进校园”普法宣讲活动，为同
学们送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刘效金 摄影报道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师军敏）近日，鹤壁
市鹤山区检察院举办以“关爱祖国未来，擦亮未检品牌”
为主题的检察开放日活动。

当日上午，受邀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社会各界
人士和该院党组成员、专职委员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20
余人参加了座谈。座谈会上，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齐
金伟简要介绍了检察机关的职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及
活动开展的目的、意义，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刘晗通报了未
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开展情况，并充分听取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在互动座谈中，受邀嘉
宾对此次检察开放日活动表示充分肯定，对该院积极发挥
检察职能作用，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方面所取得的成
绩给予高度评价，并就如何更好地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成长、创新开展未检工作建言献策。座谈会结束后，受邀
嘉宾参观了该院案管办、公诉科、控申接待大厅等办公办
案场所，详细了解检察机关职权职责和办案流程。

据悉，检察开放日活动是检察机关深化检务公开，
主动接受外部监督，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公信力建设
的一项重要举措。社会各界代表通过参加检察开放日
活动，“零距离”感受检察工作环境，接触检察工作，拉近
了检察机关与群众的距离，营造了人民群众关注检察、
了解检察、支持检察的良好氛围。

淇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蒋宗军
调研法院民事执行工作时要求

迎难而上 执行

山城区出台意见凝心聚力解
决执行难

大雨中的蹲守

加强联动 合力执行

失信行为 多方惩戒

□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李宁 张炜炜

交了执行款 无债一身轻一名学校教师的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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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淇县公安局以采取“三到位”细
化工作措施，扎实开展夏季防溺水工作宣
传：加强源头管理，宣传教育到位；加强
隐 患 排 查 ，巡 查 防 范 到 位 ；加 强 应 急 救
援，保障训练到位。目前，该局民警已走
访群众 800 余人，发放宣传单 5000 余份，
张贴标语 400余条，有效遏制了溺水事故的
发生。

（牛合保孙华伟）

▲在近日淇县检察院开展的“关爱祖国未
来，擦亮未检品牌”检察开放日活动中，来自基层
的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以及妇
联、民政局、教体局代表等10余人到该院参观座
谈。图为座谈会现场。

记者李杰通讯员张敏 摄影报道

折翼天使振翅飞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吕雪枫）日前，在押

未成年人杨某被释放，他的父母一再表达对鹤山区检察
院驻所检察官的真诚感谢。

16岁的杨某在打斗中致人重伤被拘留后，情绪很
不稳定，认为自己仅是“被动防御”，没有主动挑衅，不应
构成犯罪。案件到达鹤山区检察院后，刑事执行检察局
局长朱润明多次找他谈话，讲解有关的法律规定，使他
对自己的行为有了正确的认识。同时，检察干警还主动
联系其父母，从思想上、生活上关心他，并多次走访其所
在学校，建议校方保留他的学籍，重新接纳他返校学
习。最终，法院在判决时考虑其具有自首、悔罪情节，结
合校方出具的在校表现证明对其依法判处了缓刑。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
势，在朱润明的眼里，在押未成年人并不都是顽劣的问
题少年，而是折翼的天使。朱润明常对驻所干警说：“未
成年人都是刚懂事的孩子，在押未成年人更需要关心和
帮助，我们要像亲人一样来教育和挽救他们。”

除了监督看守所严格执行分管分押制度外，朱润明
还摸索建立了一套《在押未成年人档案》，对在押未成年
人逐一登记造册。坚持一入所就进行亲情谈话，并实施
在押未成年人随时约见制度，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动
态、家庭状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和感化。与此同时，
他还督促看守所认真执行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内
容，达到了教育、感化、挽救的办案目的。

建言献策向未来

不难 ■图说新闻

■现场新闻

一帮到底 防溺水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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