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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百日执行攻坚”活动开展以来，栾川
县法院在攻坚执行难领域创新举措，频出新
招，通过法院党组为执行工作保驾护航、创新
宣传载体等，助力攻坚执行难，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目前，该院执行质效考核多项指标均
排在洛阳市基层法院前列。

法院党组为执行工作保驾护航
为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5 月 1 日，栾

川县法院召开党组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攻坚
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会议决定，在
通过第三方评估验收之前，该院党组全体成
员每人每周都要深入执行局，了解、帮助、指
导、监督工作，确保达到该院党组成员对执行
工作进展情况全面了解、掌握，并对执行工作

中遇到的困难能够及时在各自的领域给予协
调、帮助，以实际行动来关心、支持执行工作。
同时，该院党组将新招录的两名干警充实到执
行队伍中，又在办公设备、警务执行装备等方
面给予全力保障。该院党组的保驾护航，为攻
坚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顺利通过第
三方评估验收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创新宣传载体，推动执行宣传
全覆盖

创新思维，巧借多方载体提升执行宣传
影响力。一方面，栾川县法院精心制作了内
容涵盖重拳出击治“老赖”、强制执行现场以
及执行不能、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等内容的宣
传展板，抽调经验丰富的法官走上街头开展

大型宣传活动，接受法律咨询，并印制执行宣
传彩页向群众发放，为群众提供便捷的法律
服务。另一方面，栾川县法院利用外出、下乡
找人和送达中将洛阳市法、检、公联合印制的

《关于敦促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的公告》，
在县城、居委会、社区和各乡镇（街道）进行张
贴，并公布举报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电话号
码。将失信被执行人的姓名、照片、身份证号
码、执行标的等信息资料制作成图像利用县
城三个LED大屏幕进行公开曝光，利用宣传
车在县城繁华地带、大型超市门前和乡镇流
动播放，对失信被执行人形成了强大的舆论
压力和信用威慑，进一步扩大了执行宣传面
和效果，营造了全社会理解、关心、支持、配合
法院执行工作的良好氛围。截至6月7日，已

有 21 人、17 起案件的被执行人迫于压力，主
动到该院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或达成和
解协议，执行到位金额175万余元。

全力开展执行“百日风暴”活
动，促“老赖”还债

经过缜密部署和多次踩点，5 月 31 日凌
晨 5 时 30 分，栾川县法院出动执行干警 25
名、警车5台全力投入“百日执行攻坚”活动，
经过与“老赖”的斗智斗勇，成功拘传被执行
人 11 人，对 5 名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实施拘
留 15 天的措施，其中 3 人当场履行全部款项
后提前解除了拘留。该院共执结案件 11件，
当场履行金额 21.6 万元，6 人签订履行保证
书，涉案金额48万余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本报讯 近日，商丘市睢阳
区检察院到睢阳区公用事业
局开展反腐倡廉预防职务犯
罪警示教育活动。该院纪检监
察科干警作专题讲座。

讲座围绕职务犯罪及其
危害性、职务犯罪的预防对
策、职务犯罪的成本分析等
方面，重点对职务犯罪的概
念、种类、特点等知识进行了
详细的讲解，并精选了全国
检察机关及该院查办的相关
领域职务犯罪案件中的典型
案例，以案释法，使大家筑牢
思想防线，过好“法纪关”“权
力关”“金钱关”“美色关”“亲
友人情关”，正确行使手中的
权力，做到“五慎”，即“慎欲、
慎微、慎事、慎独、慎权”，算好
人生“六本账”，即政治账、经
济账、名誉账、家庭账、自由
账、健康账，时刻保持清醒的
头脑，勤于修身、善于养廉、洁
身自好、自警自励，牢记党的

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此次活动，商丘市睢阳区

检察院从不同角度对有针对
性、警示性和教育性的鲜活
案例进行剖析，以案释法，让
与会人员充分认识到犯罪的
根源和危害，心灵受到了强
烈触动，思想受到了强烈冲
击。警示大家要时刻绷紧反
腐倡廉这根弦，牢固树立严
以律己、恪尽职守的责任意
识，做一名信念坚定、为民服
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
正廉洁的工作者。

睢阳区公用事业局纪检书
记程爱娟表示，此次反腐倡廉
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座开展得
及时、实用，令人受益匪浅，进
一步加强了党风廉政建设，增
强了党员干部法律意识和责任
意识，深化了党员领导干部对
职务犯罪的认识，对提高依法
履职和防控廉政风险能力起到
了积极促进作用。（吴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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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川县法院：百日攻坚只为一朝执结

□郎松涛 李洋

本报讯（记者 马国福）6 月 8
日至 11 日，2018 年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中职组建设职业技
能比赛在南京举行。来自全国
36 个省(市)、自治区中职学校的
229 支代表队 676 名选手参加比
赛。省水利水电学校代表河南
省参加建筑 CAD 和工程测量两
个 项 目 的 比 赛 。 经 过 激 烈 角
逐，建筑 CAD 项目代表队获全
国一等奖，工程测量项目代表队
获全国三等奖。其中，在建筑
CAD 项目比赛中，省水利水电
学校连续三届刷新河南省建筑
CAD 项目中职组国赛成绩，实
现历史性突破。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
洲 通讯员 王毛生）“高墙电网
阻拦了自由、钢窗铁门隔断了
亲情。只有在监狱里待过的人
才知道，自由比什么都珍贵，一
家人在一起是多么幸福……”6
月 5 日上午，平顶山市湛河区
马庄街道办事处会议室内座无
虚席，一场别开生面的现身说
法警示教育报告会在这里举
行。马庄街道办事处干部职工
和辖区村（社区）干部以及在湛
河区司法局马庄司法所服刑的
16 名社区矫正人员，聆听正在
服刑的社区矫正人员慕某的报
告。

报告会上，慕某从自己的
成长经历、家庭状况、性格缺
陷等方面讲述了其犯罪的原
因；从自己的牢狱生活、事业
成败、家庭变故等方面讲述了
违法犯罪给自己、家人和社会
造成的伤害。他用自己的真
实经历生动地告诫台下观众，

一定要遵纪守法，珍惜自己的
幸福生活。

马庄街道办事处的现身
说法报告会，是湛河区用身边
违纪违法案例“活教材”深化
警示教育的一个缩影。

两年来，湛河区高度重视
普法教育和党风廉政教育方
式创新，把警示教育工作列入
各级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责
任清单，改照本宣科式的生硬
教育为针对不同对象分类施
教，用身边典型案例让服刑人
员到农村、社区、机关作现身
说法报告，让身边人说身边
事，形象、直观、生动地进行普
法教育和党风廉政教育，让受
众如临其境，倍感震撼。

据了解，截至目前，该区
已安排湛河区政协原副主席、
区财政局原局长刘某等 31 名
正在服刑人员在全区进行现
身说法警示教育 28 场，受众
2.8万多人。

警示教育 廉政意识

省水利水电学校在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中夺冠

6 月 12 日上午，河南省郑州市大豫公
证处、郑州市华夏公证处揭牌成立，开启
了我省公证组织的创新探索之路。据介
绍，这两家公证处与河南省洛阳市九鼎公

证处是我省首批三家合作制公证处，从获
批设立到面向群众受理业务，仅用了一个
多月时间。

记者 荆锐通讯员李沈苏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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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 日 ，邓
州市检察院以“弘扬法

治精神，关爱学生成长”
为主题，选派党员干警深

入该市乡镇中小学开展送
法进校园活动，不断强化青
少年法律意识，受到广大师
生的一致好评。

为充分发挥党员干警的
先锋模范作用，邓州市检察院
夯实思想根基，践行党员誓
言，该院公诉局干警先后来到
邓州市腰店乡一初中、乡小等
学校为广大师生送上法制课，
共计 3000余名师生接受了教育。

在法治宣讲中，干警们列举
了沉迷于上网、不慎交友、欺压
同学、小偷小摸等行为的危害，
结合未成年人身心发育不成熟、
辨别是非能力有限的实际，深入
分析了造成危害的原因，并以发
生在学生身边的真实案例为蓝
本，结合如何预防犯罪、如何加
强自我保护等，告诫同学们要遵
纪守法，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
做起，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不
超越法律的底线；随后还现场
向同学们发放了图文并茂、通
俗易懂的普法宣传手册，涵盖
了未成年人承担犯罪责任的
年龄、在校学生中常见的犯罪
行为及未成年人犯罪将承担
什么样的后果等相关内容，
使同学们进一步认识到遵纪
守法的重要性和了解维护
合法权益的合理性。

该 院 此 次 送 法 进 校
园活动是践行“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实
际举措，不仅增强了党员
干警的责任意识，展示
了新时代党员干警的
时代风采，更营造了
检校共建的浓厚氛
围，提 升 了 该 院 检
察 工 作 服 务 社 会
的 能 力 ，为 创 建
平安和谐社会建
设提供了良好
的法治环境。

（吴富豪
冯凯）

邓州市检察院
送法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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