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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事人带着笑意的眼神里，我看到了
自己努力的意义。”接受采访时，洛阳市老城
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组组长田振国说。洛
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是洛阳市九县七区 16
个基层法院中比较小的一个，年均执结执行
案件1000余件，然而，这个只有8名执行员的
执行团队每天都竭尽全力为执行工作无私奉
献着。田振国，正是这个执行团队中工作从
不惜力的一员。

临危受命 带领新团队攻坚克难

今年是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用两到三年
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攻坚年，老城区人民法院
执行局于 3 月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按
节点设置了综合组、执行组、强制组、监督
组。田振国勇挑重担，担负起执行组组长的
重任。他所带领的执行组组员多为新进入执
行局不久、对执行工作相对陌生的新同志，因
此，田振国不仅要办好自己手头的案件，还要

带好这个新团队。在磨合期，田振国深入仔
细地了解每名队员的情况，根据每人的特长
和个性特点进行了初步分工。经过一段时间
的试运行后，田振国又对干警进行了二次调
整，使团队每名成员的个性特征与工作达到
最佳匹配，每名成员的优势特长都能得到充
分发挥。田振国总是身先士卒，需要协同办
案时，他每次都带头参加；需要相互配合时，
他总是走在第一个；组员需要帮助时，他总是
先人后己，把同事的事放在前面完成。经过
数月的磨合，田振国带领的执行组已经成长
为该院执行局最具战斗力的团队。这支年轻
的队伍案件上手快、把握准，实际执结率和结

案率丝毫不输“老执行”。

耐心投入 真诚为群众付出

今年，李某申请执行谭某饲养动物损
害责任纠纷案分配给了田振国。他了解
到，李某在谭某的院子里行走被谭某饲养
的狗扑倒咬伤，造成十级伤残，但谭某对于
李某所受伤害不管不顾，并且拒不履行法
定赔偿义务，于是，田振国依法对谭某实施
了司法拘留强制措施。谭某在被拘留后心
生悔意，通过田振国联系申请人李某请求
和解。之后，在田振国的耐心协调下，双方
达成和解协议，约定谭某分四次向李某履行

赔偿义务。最近，谭某支付了最后一笔款
项，田振国制作了结案文书。

今年 4 月，对田振国来说也是最为喜悦
的一个月。田振国的二胎宝宝诞生了，这
给田振国带来了难以掩饰的喜悦和激动，
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极为难得的一个月陪产
假。

然而，今年是“用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
行难”的攻坚之年、收官之年，老城区人民
法院执行局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百日
执行攻坚”活动，干警们经常加班加点查
询、抓捕、结案。面对每日工作群里的执行
动态，休陪产假的田振国身在曹营心在汉，
只要听到微信提示，就会赶紧看手机。贤
惠的妻子看出了田振国的心思，就动员他
说：“去上班吧，家里还有老人帮衬着，我也
恢复得不错，不要耽误了工作。”迟疑两日
后，田振国决定放弃余下的陪产假，回到了
他的工作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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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不惜力 只为群众满意
——记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员田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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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鉴于以上人员未经同意并未办理任何手
续的情况下，长期离职或经联系后逾期不到单
位报到，严重违反了公司规章制度，已实际和
公司脱离了劳动关系。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
十九条规定，本公司决定与以上人员解除劳动
合同关系。

特此公告
义煤集团李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6月21日

偃师市大口镇南寨村柳占旗铝渣加工厂：
柳占旗（身份证号：4103211971031

55555），2017年12月5日我局通过你正
在经营的铝渣加工厂生产员工申进旗向
你送达了洛阳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决
定书》（洛环罚〔2017〕第8035号），你在
法定期限内既未提出复议也未提出起诉，
又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洛环罚
〔2017〕第8035号）。现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
依法催告你履行义务：1.缴清罚款贰拾万
元（200000元）；2.缴纳加处罚款贰拾万
元（200000元）。

因无法联络到你，厂内也无法联系到
工作人员，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
法公告送达催字〔2018〕第8001号督促
履行义务催告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我局（地址：洛阳市九都东路328
号环保大厦6楼602）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收到本催告书后，你享有陈述和申辩
的权利，经过催告后10日内仍未履行的，
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洛阳市环境保护局
2018年6月21日

履行行政处罚
决定催告公告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夏兴宇 程远
华）“今天我们邀请了一名人大代表，一名政协委员、
两名律师和一名法官等第三方人员来参与此次刑事
申诉案件公开审查……”6月14日，原阳县人民检察
院控申科副科长靳锋敏主持了一场刑事申诉案件的
公开审查听证会。

当日，原阳县人民检察院控申科邀请第三方
对一起故意伤害案件被害人不服公安机关对其刑
事拘留而申请刑事申诉信访进行公开审查。在公
开审查听证会上，该院控申科干警对信访案件进
行了全面介绍，逐点回应信访诉求，阐明原阳县检
察院处理该信访案件的法律依据。与会第三方人
员通过质询的方式了解了案情、证据以及判决的
法律依据，认为检察官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

确，释法说理到位，并分别根据自身工作经验和法
律常识向申诉人进行劝导说理。与会律师再次阐
明了对该案的看法，解答信访人的疑虑。此外，与
会人大代表则运用身边的案例对信访人进行疏
导。

“郁结在俺心里的疙瘩终于解开了。”信访人田
某如释重负地说，并对检察机关及时公布办理结果，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开展公开答复工作表示认可。

据悉，近年来，原阳县人民检察院持续加大刑事
申诉案件公开审查工作力度，通过开展律师、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等第三方参与刑事申诉案
件的公开听证、公开答复等活动公开办案，让当事人
参与其中，请第三方见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司
法公正。

▲为切实提高人民调解的质量，连日来，针对今年上半年调
解的案件，商城县司法局长竹园司法所组织各村调解委员会主
任通过电话、走村入户的方式对当事人进行回访。回访中，工作
人员全面系统地了解人民调解员的调解方法、调解效果等，总结
优化调解的方式方法，梳理下一步调解工作的新思路。

记者 王富晓 摄影报道

第三方参与 司法公正“看得见”

本报漯河讯（记者 薛华 通讯员 郭贺
锋）6 月 15 日一大早，漯河市召陵区某医院
院长带队为漯河市召陵区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送去了锦旗，感谢召陵区医疗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为他们成功化解了一起医疗纠纷。

据悉，漯河市召陵区召陵镇的王某酗酒
后到召陵区某医院治疗，院方在多次要求其
转院未果的情况下，王某因病情加重最终经
抢救无效死亡。王某的家属认为，导致王某
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该医院未及时采取有效

措施，院方应当承担一切医疗后果，并向该
医院索要70多万元的赔偿金。召陵区某医
院认为，王某死亡是因酗酒后酒精中毒所
致，院方没有医疗责任，也不存在医疗事故，
不同意死者家属提出的高额赔偿。

召陵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接到
该医院的申请后，立即组织调解员前往现场
开展调解。在双方各执一词又没有相关医
疗鉴定做依据的情况下，调解员一方面采取

“冷处理”的方法，认真研究、分析情况，制定

对策；另一方面，调查死者以及其家属平时
的生活情况，并耐心开导死者家属，向他们
讲政策、讲法律，让他们依纪依法办事。对
于此事的关键人物王某的大哥、四哥，调解
员多次单独与其谈话，寻找调解突破口，还
及时找到王某的表哥帮忙做好死者家属的
安抚工作。

半 个 多 月 后 ，当 事 人 双 方
握手言和，达成和解协
议。

专业调解组织 化解医疗纠纷

6 月 14 日上午，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检察院“阳光
树”未检工作室携手女童保护基金河南开封团队，走进

该区杜良乡杨砦小学，举行儿童防性侵知识讲座，迈出了
探索建立社会联动保护女童机制的第一步，进一步提高了

同学们的自我保护能力。
记者张东 特约记者李梦华通讯员 朱盼月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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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商丘讯（记者 何永刚 通讯员 贺德威 卢淼）6
月14日，柘城县人民法院与第三方司法网络拍卖辅助
机构签订委托网络拍卖协议。该协议的达成标志着该
院引进司法网络拍卖辅助机构，全力打造执行攻坚新
模式。

根据协议约定，该机构将协助柘城县人民法院制
作拍卖标的物的影像及图片资料，并上传至淘宝、京东
等网站；在互联网媒体平台宣传标的物信息，接听意向
竞买人的咨询电话；合理安排竞买人看样等。同时，该
机构还将负责标的物的勘验、咨询等工作，将拍卖标的
物信息实时更新到法院执行指挥中心服务大厅的司法
网络拍卖展示屏上，法院对整个司法网络拍卖工作实
行全程监管，保证竞买人能获得专业性的拍卖指导。

在网络拍卖工作中，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再次突
出，对拍卖标的物宣传力度不足，缺少对潜在竞买人的
精准推广，导致流拍率高，成交率与溢价率无法有效提
升。对此，柘城县人民法院委托第三方司法网络拍卖
辅助机构，开展网络司法拍卖辅助性服务工作，可以克
服传统拍卖周期长、效率低、流拍率高等弊端，实现“零
佣金”，让整个司法拍卖过程公平、公正、公开。

引进网拍辅助机构
打造执行新模式

心结解了 群众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