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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加好友 约出
“老赖”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孙园园）日前，叶县法院执行干警通过微信
加好友的方式将“老赖”张某成功拘传至法
院，
并于当日将执行案款履行完毕。
原告赵某为被告张某供应塑钢型材及
不锈钢管材，经核算，被告张某共欠原告赵
某货款 54970 元，张某出具欠条一份，但该
欠款一直未清偿，
法院判决生效后张某一直

未履行义务，
故赵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接到案件后，执行法官了解到被执行
人张某并不在本地，多次打电话也不接听，
通过财产查控系统发现张某在银行有资金
交易记录，为了执行案件的顺利开展，执行
法官尝试用电话号码添加被执行人张某的
微信。没想到，被执行人张某竟通过了执
行法官加其为微信好友的申请。通过手机

微信，执行法官隐瞒身份，在多次交流后
成功约张某见面。由于见面地是在信阳
市，执行干警便驱车赶往信阳“赴约”，后
成功将被执行人张某带回法院。为了维
护法律的权威，执行法官决定依法对其
作出司法拘留决定，张某一听到自己要
被拘留，才明白自己拒不执行的严重
后果，
当天便将执行案款全部还清。

捡到他人银行卡 盗取现金被判刑
本报濮阳讯（记者 李梦扬 通讯员
闫伟东 李丽娜）南乐县的李某发现他人
在 ATM 机取款后卡未取走，她便从该卡
上取走 6000 元据为己有。近日，李某因
犯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拘役 3 个月，缓刑 4
个月，
并处罚金 2000 元。

2017 年 11 月，李某到位于南乐县城
关镇某银行的 ATM 机上取款。当排在
她前面的一个人取完款离开后，李某发
现对方的银行卡还留在自动取款机内。
李某等了一会儿，发现对方并没有返回
寻找遗忘的银行卡后，贪心顿起，先后从

该卡内取出 6000 元，并将该银行卡取出
一起拿走。
案发后，民警很快将李某抓获，李
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并将
赃款 6000 元退还失主。据此，法院从
轻作出上述判决。

检察长倾心扶贫送温暖
本报讯“话虽不多，感人肺腑，您
真是党培养的好干部。”近日，桐柏县
城郊乡某村的吴某给桐柏县检察院检
察长王玉新寄去一封感谢信，对王玉新
给予的帮扶表达谢意。群众朴素的行
动和真挚的话语道出了一位扶贫检察长
倾心扶贫的爱心故事。
王玉新来某村的第一天，一不进村委
办公室喝茶，
二不进村干部家做客，
而是一
头扎进村民家访贫问苦。几天时间，他就
把某村的山山水水、家家户户跑了个遍。
经过广泛的摸底调查，
王玉新主动向村委请
战，他要把全村最困难的 4 户人家作为自己
的帮扶对象。这 4 户中，有两户家里有癌症
患者。在王玉新的关怀下，
如今，
付某已恢复
了健康，像变了个人一样，积极投身到脱贫致
富的行列中。近日，在王玉新的协调下，有关
部门还对付某家进行了危房改造。王玉新听
说另两个帮扶对象家庭学生多，又自掏腰包
给每家送去 2000 元资助金。王玉新还无偿帮
扶了某村 6 名贫困学童，累计资助 2.4 万元。
近年来，两个村民组村民多方表达修路
诉求，迟迟得不到解决。王玉新知道后，立即
带 领 乡 村 干 部 到 这 两 个 村 民 组 了 解 情 况 ，勘
查路线，进行可行性分析论证。然后，王玉新
多次来往交通局、公路局，协调争取项目。最
终，这两个村民组的高标准水泥路修通了。村
民们都激动地说：
“ 要不是王玉新检察长帮忙，
这路不知啥时能修。”
（柴立新 苏连生）

邓州市检察院
举办 2018 年职工运动会

法律沙龙

本报讯 为加强检察队伍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展现检察队伍精神风貌，不断提升干警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日前，邓州市检察院举办了 2018 年职工运动
会。邓州市总工会主席陈祖胜，该院党组书记、检察
长孙保平在运动会上致辞。该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王红斌主持开幕式，该院干警职工 100 余人参加了此
次运动会。
开幕式上，孙保平指出：运动会既是集中展示该院
检察干警精神面貌的重要平台，也是活跃机关文体生
活、促进干警身心健康的有效途径，希望运动员们在切
磋和交流中凝聚人心、在理解和支持中升华情谊、在竞技
和拼搏中弘扬体育道德风尚，以此进一步推动各项检察
工作全面发展。
此次运动会竞赛分为负重跑、二人三足、踢毽子、跳
绳、飞镖、定点投篮六个项目。比赛中，干警们尽情挥洒汗
水，你追我赶，不断超越。
“ 加油、加油、加油…… ”活动当
日，负重跑项目的现场，一阵又一阵欢呼传来，此起彼伏，响
彻云霄。投篮项目中，选手们投篮，动作一气呵成，抛出的
篮球划出了一道又一道美丽的弧线，吸引着场外人员的目
光。 二人三足，干警们齐心协力，互帮互助，形成了一道道独
特、亮丽的风景线。运动会现场气氛热烈，加油声、呐喊声和
欢笑声连成一片。
经过 3 个小时的激烈角逐，从各赛事中分别评出了第一、
二、三名，以及优秀组织奖。颁奖典礼上，院党组成员为获奖干
警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品，
随之运动会也圆满落下了帷幕。
此次运动会，不仅增强了干警交流，丰富了干警们的文体
生活，也为该院继续深化检察队伍建设、激发广大干警的战斗力
和创造力提供了助力和支持。
（马海洋）

“同学们大家都知道屈原是
一个爱国主义者、浪漫主义诗人，
那么你们知不知道屈原还是一位
变法者，法律人……”昨日，郑州
市惠济区检察院在郑州财经学院
图书馆举办了一场特殊的送法进
校园活动，活动以沙龙的形式开
展，检察官和学生一起，通过自由
讨论的方式交流探讨法学人物、
法律常识、宪法等内容。
记者 王富晓 摄影报道

诚信宣传
6 月 14 日，商丘市梁园区法
院组织干警到梁园区廉政文化广
场开展诚信建设宣传活动。该院
法官通过设置咨询台、展示诚信
建设和惩治失信被执行人的宣传
版面等，向过往群众普及法律知
识，引导群众做诚实守信的守法
公民。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300 余份，并现场解答了群众的疑
问。记者 何永刚 通讯员 王建华
张艳慧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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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廉政党课 加强党性修养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检察干警的党性
修养，近日，洛阳市瀍河区检察院组织开展廉
政党课暨党纪检规知识测试活动。
该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郑春燕以“心中
有责勤履职、严明纪律守规矩”为主题，为全
体干警上了一堂生动的廉政党课。郑春燕从
“坚定信念锤炼党性”
“ 高度负责勇于担当”
“严守规矩严明纪律”三个方面进行了授课。
党课结束后，全体干警进行了党纪检规知识
测试。试卷内容涵盖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章
修正案、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
准则》等。
通过廉政党课和党纪检规知识测试，全
院检察干警将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自觉遵
守各项规章制度，加强自身修养、道德品质修
养和组织纪律修养，进一步转变作风、树立新
风，
做到心中有责，
忠诚履职。 （孙亚博）
栾川县公安局
圆满完成青岛上合峰会安保任务
本报讯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安保工作启
动以来，栾川县公安局精心组织、周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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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警动员，善始善终地抓好各项部署和措施
落实，全警动员全力护航上合组织青岛峰会
安保维稳工作。
该局民警深入学校、宾馆、医院、加油站、
宗教堂点、寄递物流单位等重点部位开展安
全防范大检查，逐一走访信访重点人、易肇事
肇祸精神病人，掌握他们的现实表现，排查风
险隐患，全力护航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安保维
稳工作。其间，全县没有发生有影响的案事
件和敏感舆情，社会面持续稳定、良好，圆满
完成了峰会安保任务。
（王浩南）
“黑名单”
让失信被执行人“怕”起来
本报讯“百日执行攻坚”活动开展以来，
宜阳县法院利用 LED 大屏幕、微信、微博曝光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该院通过在繁华集市、
小区内、被执行人家门口等到处张贴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
让失信者真的“怕”
起来。
在外地打工的被执行人于某，因为无法
购买高铁车票，尝尽了苦头，在“玩失踪”之
后，最近主动找到法院，把 3 万元欠款全部还
清。某养老公司因合同纠纷被判偿还许某 10
万元后，一直迟迟不履行义务，法院将该企业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公司经营受限，公
司负责人就急忙联系法官履行了还款义务。
在“百日执行攻坚”行动中，随着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惩戒力度的不断加大，对失信被执行
人惩戒的威慑力也越来越强，一大批案件得
到了有效执行。
（常 伟）

开展网吧安全检查
本报讯 连日来，淇县公安局网警大队组
织民警对网吧进行过滤式检查。在检查中，
民警重点对网吧实名制的落实情况进行检
查，逐一核查网吧是否按规定进行实名登记
管理、是否接纳未成年人上网、是否对上网人
员身份信息进行核实、比对。同时检查网吧
内的视频监控运行情况及消防的安全情况。
检查中，对发现不按规定经营的网吧业主当
场下发了整改通知书。 （牛合保 王利峰）
走进电台直播间 宣传交通安全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广大交通参与者
的文明交通意识，营造浓厚的交通安全宣传
氛围，6 月 13 日上午，南乐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组织车管所、事故股、科技中队主要部门负责
人走进濮阳人民广播电台《交广直播间》，就
南乐县辖区的交通热点、难点与听众进行“问
答互动”，
并开展交通安全提示宣传。
此次走进直播间，
民警答复群众咨询、
意见
20 余条，
保证了每一个热线电话都得到了满意
的答复，
90 分钟的直播气氛融洽、
沟通到位，
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成效。
（满利川 苏泽普）
强化培训提升能力
本报讯 司法实践中，长垣县法院立足工
作需求，全面加强学习培训，通过选派法官参
加上级法院业务培训、组织业务学习以及业
务座谈等方式，加强业务交流，强化新法学
习，有计划地安排青年干警到人民法庭、诉讼

服务中心等进行多岗位锻炼，提高了干警辨
法析理、适用法律、舆情应对、信息化应用等
综合素质。
（钟 豪）
全面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建设
本报讯 为全面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工作
室建设，近日，镇平县司法局涅阳司法所在辖
区的五个村、十六个社区建立了公共法律服
务工作室，有效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为城乡发展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社区治
理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和便民服务，
受到群众的好评。
（谢中伟）
扶沟县公安局开展反恐应急演练
本报讯 为进一步检验扶沟公安处置暴
恐袭击事件指挥调度水平和反恐处突快速
反应能力，提高有关警种之间的协同作战水
平，日前，扶沟县公安局组织各有关警种在
扶沟县西关汽车站开展了反恐应急处突演
练。反恐、特巡警、治安、交警等警种参加了
此次演练。 演练结束后，该局党委书记、局
长田豪杰就抓好当前反恐维稳工作提出了具
体要求：一要充分认识反恐安保工作的重要
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二要工作措施落实
到位，切实增强快速反应处置能力；三要训
练拉动到位，充分做好应急处突准备。此次
反恐应急演练，进一步检验和提升了全局民
警专业技能和实战水平，加强了警种间的协
作交流，提高了该县处置暴恐案事件的快速
反应能力。
（扶公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