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柔情执法见成效

本报讯“谢谢各位法官了！谢
谢你们这么重视我的案子，这么热的
天还跑那么远为我要钱。多亏了你们的
努力，我的案件款才有了着落……”6月
4日下午，在栾川县某工地，申请人拿
到执行款后连声向法官表示感谢。

当天 10 时许，伊川县法院执行
法官赵孟欣、崔辉正在办公室接待当
事人，突然接到申请人电话说被执行
人高某在栾川县某工地出现。为了
防止错失良机，在向主管院长汇报
后，他们立即带两名法警赶往栾川县
某工地。

他们到达栾川时已经是中午时
分。经多方打探，执行法官终于在栾
川县一处搅拌站工地找到了被执行
人高某。因为案件标的额小，两名执
行法官并没有直接拘留高某，而是耐
心地做高某的思想工作。经过近两
个小时的劝导，被执行人高某当场履
行了部分现金，并就剩余的款项与申
请人达成和解协议。 （李君华）

洛阳市举行环保设施公众开放活动

本报讯 近日，洛阳市环保局联
合市教育局在洛阳环洛再生能源有
限公司举行环保设施公众开放活动。

洛阳外国语学校、市实验中学等
市级“绿色学校”的 100 多名师生代
表，集体参观了洛阳环洛再生能源有
限公司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该项
目于 2017 年年底建成投运后，每天
收集城市生活垃圾 1500 余吨，焚烧
后日发电量 50余万千瓦时。除正常
发电外，垃圾产生的废渣、废气、废水
都得到了回收利用。现场，工作人员
为师生代表“探秘”垃圾变废为宝的
过程，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

洛阳市环保局和市教育局对17所
环境教育效果显著、师生环保意识较强
的学校进行了表彰，并授予其市级“绿
色学校”荣誉称号。截至目前，该市拥
有国家、省、市级“绿色学校”224所。

（马立 翟倩然 孙红涛）

三举措助力企业经济良性发展

本报讯 近年来，范县检察院积
极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发挥检察职
能，转变执法理念和执法作风，为企
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受到了一致好
评。一是制定出台相关制度，为企业
发展保驾护航。二是快捕快诉，注重
优化企业发展环境。三是强化法律
宣传，定期开展法律宣传活动。

（李亚东）

汝南县法院打响执行攻坚战

本报讯 近日，汝南县法院党组
书记、院长姚强带领执行团队，从立案
到送达，3天内执结了11件涉农民工
讨薪案，得到了当事人的一致好评。

商某、夏某等 11 名农民工与张
某、河南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关于劳
动报酬纠纷一案，分别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5月，对农民来说是抢收抢
种的季节。时间就是命令，姚强带领
该院执行团队，立即对该公司及张某
的财产、账户进行了查询，但均未发
现可供执行的财产，也未发现张某的
踪迹。案件一度陷入僵局，但姚强和
执行团队并未放弃。6 月 4 日晚，执
行干警再次来到张某住处查访时，遇
到被执行人河南某建筑安装有限公
司的委托代理人扈某。通过耐心释
法，扈某当场同意在第二天将款项汇
至法院指定账户内。 （张 敏）

基 层 动 态
邮箱：jrabgg@163.com
电话：0371-65978789

本报讯 近日，桐柏县检察院
积极开展“新时代新要求思想作风

纪律整顿”活动。如何结合工作开展
好这次整顿活动，让全体检察干警学有

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得？该院党组及
各支部为此展开了激烈讨论。

该院 7 个党支部根据院党组的安排
部署，由各支部书记组织召开党支部会
议，集中学习讨论南阳市检察院检察

长薛长义的动员讲话、市检察院党组
成员专题辅导报告和有关文件精

神，切实把精神吃透，结合

工作实际提出工作新思路，并认真研讨
当前检察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该院
党组成员各自以一名普通党员身份参加
了支部会议，对各部门工作情况进行了
点评。全体干警积极参加会议并认真做
好学习记录。

参加学习的每位党员干警按照思想
作风纪律整顿的要求，积极踊跃发言，认
真做好笔记，逐一查摆了自身存在的突出
问题，深刻分析了原因，提出了整改方向
和整改措施。

各支部学习讨论前，该院检察长王玉

新对党支部今后进一步抓好
系列学教活动提出了三点要求：一
是每个党员无论业内业外，都要不忘
初心，廉洁自律、廉洁从检。二是各部门
负责人、各支部书记要扎扎实实学习，坚
持及时记录、及时汇报的工作习惯。三是
对领导和组织布置的工作要在各个节点及
时汇报，不仅要抓工作，同时要带好队伍，
特别是在廉洁自律方面要守住底线，不
踩红线，时刻保持一个合格共产党员和
合格检察官的良好形象。

（屈长勇 丁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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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某卫生院辩称：原告的损伤系
第三人造成，原告不追究第三人的责
任，系其对自己权利的放弃；卫生院已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
任，且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
的规定，被告作为管理者或组织者承担
的是补充责任。综上，原告向被告索赔
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原
告的诉讼请求。

新蔡县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健
康权依法应当受到保护。原告作为病
人陪护人员在被告输液大厅受到伤害，
在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本身存在过错的

情况下，被告作为管理者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对被告关于应当驳回原告的诉
讼请求及其他辩称意见，法院认为，被
告某卫生院的输液大厅是为病人及其
陪护人员提供的专用场所，进入对象为
特殊群体，该场所并非我国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七条所指的公共场所。被告某
卫生院作为提供医疗服务者和医疗场
所的管理者没有尽到安全隐患的排查
和防护义务，导致原告受到伤害，原告
起诉被告并无不当。法院遂依法作出
上述判决。（记者 陈磊 特约记者 朱剑
锋 通讯员 李晓庆 刘杰）

结果

法理解析身边的事

近日，新蔡县法院经审理，依法判决
被告某卫生院赔偿原告王先生各项经济
损失共计26734.55元。

家住新蔡县李桥镇某村民组的王先
生，于 2016年 11 月 18 日陪同妻子在被告
某卫生院输液大厅输液时，被不知何人绊
倒的输液架砸伤头部和牙齿等部位，经诊
断为牙齿横折、颈椎体滑脱、脑震荡等，共
花医疗费 22649.08 元。王先生与某卫生
院协商无果后，起诉至新蔡县法院。

平顶山市新华区
集中培训政法干警

舞钢市 120家单位联动 强力破解执行难

方城县检察院
开展暂予监外执行工作专项检查

桐柏县检察院
深入开展思想作风纪律整顿活动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
员 刘彦辉 丁艺华）为推动全区政法系
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开
展，日前，平顶山市新华区委政法委举办
了为期两天的全区政法系统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培训班。该区政法系统各
部门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区委政法委机
关党员干部共计 90余人参加了培训。

新华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张
伟民为培训学员作了题为《领悟新思想
展现新作为 谱写新篇章——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奋力开创全区政法工作新局面》的辅导
报告。

张伟民表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要在学懂上下功夫，实现思想
大解放、认识大提升；要在弄通上下功
夫，紧密结合政法实际，全面系统理解新
思想新精神，自觉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要在做实
上下功夫，奋力谱写政法工作新篇章。
全区政法机关，一方面要全面履行新时
代政法机关的职责使命，要紧抓保稳定、

“双提升”、建队伍等工作不动摇；另一
方面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注重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持之以恒
正风肃纪，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谱写
全区政法工作新篇章。

此次培训还邀请了平顶山市委党
校政治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海清等给学
员授课。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杨
德坤 陈艳艳）昨日，记者从舞钢市法院获
悉，为强力推进破解执行难工作，该市硬起
手腕，完善联合惩戒机制，全市 120 家单位
联动参与，敦促被执行人积极履行义务。

据舞钢市法院院长徐合林介绍，舞钢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解决执行难工作，该市
先后召开常委会会议和由各相关单位、政法
部门、乡（镇、街道）、驻舞钢及市属企业、各
金融机构及新闻媒体单位等 120 家联动单
位参加的“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推进会议，
安排细化破解执行难的流程，以实际成效保
障社会和谐稳定、维护法治权威。

工作中，该市通过建强队伍、强化担当，
以攻坚精神为解决执行难提供全力保障，以
高效组织性、策略性推动存在问题得到根
本解决，公安、交警、检察及协作单位增强
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打破信息垄断和部
门壁垒，达成共识、凝聚力量，全力配合做
好执行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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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机制，实施联合出
击。舞钢市法院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标准，
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确保判决得到不折
不扣的执行，不断增强司法公信力，切实增
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

本报讯 近日，方城县检察院联合该县
司法局对辖区内暂予监外执行人员进行了
专项检查，并针对从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
了总结和反馈。截至目前，该院已经建议法
院收监一人，发现并移送审判监督线索一
件，取得了较好的法律监督效果。

为保证专项检查工作有序进行，该院
监所科与该县司法局进行了积极准备，共
同研究制订出专项检查工作实施方案，明
确了联合检查范围及重点、检查的方法和
时间节点等。

该院根据暂予监外执行人员的分布情
况，对辖区进行了分片，并立足已有的联络
点，派出干警组成工作组认真进行检查。此
次检查主要通过查看资料、核准程序、座谈

访问等形式，分别对交付手续、接受宣告、监
管矫治、延长期限、司法奖惩、矫正终止等环
节进行了一一核查。

此次专项检查过程中，检查组认真听取
了乡镇司法所关于将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纳
入社区矫正的工作情况汇报，查阅了暂予监
外执行罪犯个人档案建立情况，了解工作中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对防止暂予监外执行工
作中出现违法现象提出了整改意见。

与此同时，检查组还到部分暂予监外执
行罪犯家中，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及其亲属
进行走访谈话，掌握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思
想情况和改造状况，听取暂予监外执行罪犯
反映的实际困难，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在政策
范围内予以解决。 （时国庆袁超杰）

输液架砸伤人 卫生院被判担责

进入6月以来，三门峡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针对夏季天气炎热，客运车
辆易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组织人员
深入客运企业、国道、省道对客运车
辆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有效遏制
了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减少
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失。图为
该支队副支队长乔占廷（中）在一客
运车辆上检查消防器材。记者 马建
刚通讯员霍向峰 摄影报道

查隐患

图说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