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主动接受外部监督，保障审查
逮捕案件质量和效果，近日，南召县检察院对
一起由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赵某涉嫌敲
诈勒索案召开了公开审查听证会。

本次听证会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人民监督员、律师代表等社会人士组成听证
团，这是该院今年首次对拟不批捕案件的公开
审查活动。

听证会由该院侦查监督部门主持，公安机
关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亲属和邻居、该院案

件承办人参加，并邀请听证团成员通过对案件
事实、适用法律问题、社会危险性等听证内容
进行了解并提出评议意见。

听证会上，该院案件承办人结合相关法律
规定，把案件事实向听证团成员进行详细阐述
后，公安机关案件承办人、犯罪嫌疑人代理人、
被害人也先后发表意见。在充分了解案件事
实和情节的基础上，与会听证团成员多数认
为：犯罪嫌疑人赵某犯罪情节轻微，归案后认
罪认罚、悔罪态度较好，无前科、系初犯，愿意

赔偿被害人损失，退还赃款，对其采取取保候
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无继续羁押必要。该
院综合案件审查结果及听证团成员意见，最终
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并建议公安机关对赵某
变更强制措施。

此次听证会以公开透明的执法办案和科
学有效的检察管理，来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
正的关注和期待，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
会效果。

（巩向惠 段文聪）

“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濮阳法院新时代新作为”

今年以来，濮阳县法院把执行工作实效
和人民群众满意度作为根本标准，依托综合
治理执行难工作大格局，坚定决胜信念，努
力探索各项机制创新，强力推进执行攻坚，
实现了执行质效的有效提升，全力以赴决胜

“基本解决执行难”。

抓队伍重保障 实现执行工作固本强基

今年年初，濮阳县法院着手组建 6 个
执行团队，并实行主要领导分包执行团队
制度，即由分包领导部署重要举措、把关
重大方案、协调关键环节、督察落实情况，
实现精准施策，不断提高执行工作的针对
性、实效性。为有效推进工作，该院成立
执行法警中队，从各业务庭抽调 18 名业务
能力强的年轻干警充实到执行局，专门聘
用辅助人员 22 人。目前，该院执行人员总
数达 67 人，35 岁以下的人员占 71%，年龄
结构大为优化，执行队伍战斗力明显增
强。

同时，该院强化资金、设备、技术保障，
严格落实补贴、津贴，为执行干警购买人身
意外险，为执行局配备执法车辆、通信系统、
单兵执法仪等装备，为执行指挥智能化提供
坚强物质支持。

找方法盯结果 探索执行工作新机制

濮阳县法院坚持以创新获取动力，寻求突
破，在执行局单独设立综合科，指定专人负责
财产查控、案款发放和录入失信人名单；设置
终本审查专员严格把关终本案件，将终本合格
率提高到了 86.5%；实行执行线索告知制度，
要求申请执行人立案时填写《被执行人财产状
况表》，提高财产查控成功率，便于后续案件终
结。

今年以来，濮阳县法院把信息化建设作为
破解执行难的“牛鼻子”，大力推进信息化、数
字化建设。该院创新执行送达新模式，与县邮
政局组建邮件投递拍照微信群，力求送达过程
清晰留痕，并设计执行专递信封。该院还在全
市法院系统率先开通微信执行联络站，实现法
官与当事人的一对一联系，并开通“濮阳县法
院执行局”微信小程序，涵盖案件查询、失信曝
光等 12 个功能板块，实现了案件信息和数据
的及时共享。

出重拳敢亮剑形成强大执行震慑力

“法官，我们公司正在申请贷款，可千万不
要把我们纳入‘黑名单’。”近日，为避免因被纳
入“黑名单”而导致公司无法贷款，某公司负责

人主动履行了还款义务，一起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案件得以顺利执结。为严惩拒执失信
行为，濮阳县法院建立健全了上下一体、规范
高效、反应快捷的执行指挥系统，坚持集中执
行、错峰执行，连续组织“新春执行”“凌晨出
击”“端午行动”等执行专项行动，形成强大执
行震慑力。目前，该院共依法拘传 423人次，
司法拘留144人次，执行款到位4211.66万元。

濮阳县法院坚持“以打促执”，结合自身实
际制定了《濮阳县法院打击拒执罪自诉案件暂
行办法》，为办理拒执罪案件提供了指南；建立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发布制度，不定期更新“黑
名单”，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公布，让失信被执行
人“网上有名，脚下无路”。该院不断加大对拒
执犯罪的惩罚力度，成立拒执案件合议庭，实
现了拒执罪审理的常态化、专业化和规范化。

凝合力造氛围 建立执行工作大格局

“听说今天县里开了大会说执行‘老赖’
的事，村里的联络员主动找我谈心，我愿意主
动把抚养费交到法院。”5 月 25 日，被执行人
钱某主动履行了孩子的4500元抚养费。

5 月 25 日，濮阳县召开构建诚信社会破
解执行难动员大会，副市长、县委书记张宏义
从构建诚信社会的角度作动员讲话，要求凝

聚全县力量破解执行难工作。会议决定由县
委政法委、县委宣传部、县法院等 11 个单位
联合成立构建诚信社会破解执行难工作领导
小组，形成各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动机制。会
议印发了县委政法委、县纪委等 6 个单位联
合会签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失信党员
及公职人员实施信用惩戒的意见》。根据该
意见精神，县纪委监察委对 24名涉公职失信
被执行人及其单位负责人进行集中约谈，敦
促涉公职失信被执行人配合法院工作，自觉
履行法律义务。县法院还联合县综治办制定
执行联络员制度，目前，由全县 79 个县直单
位，21个乡镇共计1181人组成的执行联络员
队伍已基本建成。濮阳县还设立执行救助基
金专户，由县政府首批拨付 80 万元，对穷尽
执行措施，权利仍不能实现的生活困难当事
人进行救助，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

“决战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清晰、
任务明确，濮阳县法院将继续通过聚合外力、
用足内力、智能助力，强化综合治理、责任担
当和机制保障，找准问题，突出重点、挂图作
战，确保打赢‘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
难’这场硬仗，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
卷。”谈到破解执行难题，濮阳县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石文英满怀信心地说。

本报讯“七月最热烈的时光，让我
迎着党旗的召唤，去聆听大地的歌
唱……”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97周
年，6月15日上午，邓州市检察院隆重举
办了“迎七一”红色经典朗诵比赛。本次
比赛由邓州市检察院机关党委举办，以各
党支部为单位选派选手参加朗诵。该院领
导郑永奇、王红斌、秦景华、王中泽及机关党
委书记程道彦与全院干警一起观看了比赛。

此次比赛邀请了南阳幼儿师范学校的
王富莲老师、市总工会闫东同志、引丹局张
峰同志前来指导，并担任评委。

比赛中，来自九个党支部的 15 名干警
依次登台，在激昂或深沉的音乐声中，声情
并茂地演绎了《共产党宣言》（节选）《阿房
宫赋》《我要歌唱》《我的祖国》《有一首歌》
等经典或原创佳作。参加此次朗诵比赛的
干警既有干了十几年检察工作的老检察
人，也有近年来成长起来的检察新兵，大
家选取不同的朗诵篇目，热情讴歌了中国
共产党97年来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将
真实的情感融入诗歌之中，时而激情豪
咏，时而婉约清述，以饱满的激情，深深
地表达了对党和祖国的挚爱。

经过激烈的角逐，评委打分，公诉
局党支部选手夏布云、周博、吴富豪荣
获一等奖；执检局党支部选手昌婷，未
检科党支部选手刘丹荣获二等奖；政
治处党支部选手赵博，计财科党支
部选手张映、孙青帅，侦监局党支
部选手刁丽荣获三等奖。

铭记历史才能珍惜现在，铭
记历史才能敢于担当，铭记历史
才能更好地前行。本次红色经

典朗诵比赛，邓州市检察院
全体干警在重温党的光辉

历史和优良传统的同
时，更是激发了大家

干事创业、砥砺奋
进新时代的激

情。（马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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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20时16分，郑州市公安局嵩山
路分局接群众寇女士报警称，在二七区政
通路与人和路交叉口北 200 米大润发超市
门口可能遇见了骗子，目前嫌疑男子就在
她家楼下。民警火速赶到后，紧随寇女士
现场将嫌疑人抓获。经民警讯问，嫌疑人
钟某茂如实供认了行骗经过。

当日 18时 30分许，寇女士回家经过大
润发超市门口，一名衣冠楚楚的男子向她
求助称自己是香港人，英文名叫“Sunddy”，
刚刚和朋友一起到郑州投资做生意，想找
银行用港币兑换人民币，但是银行已经下
班，因对郑州路况不熟悉，现身无分文，希
望寇女士帮忙。同时，男子拿出一张花旗
银行的银行卡让寇女士看。出于防范戒备
心理，寇女士一开始表示无能为力便转身
准备离开，但骗子一副落难无助的样子，使
得寇女士面露同情的神情。男子为取得寇
女士信任，谎称只需寇女士帮忙给他的朋
友说一下当前所处的位置，让朋友过来接
他即可。寇女士接过电话后听到对方说的
也是粤语，就将位置告诉了对方。

见寇女士开始进入自己布好的局，男子
表现得更无助，希望寇女士在他的朋友来了
之后再离开，同时与寇女士侃侃而谈，套近
乎。10分钟后，见时机成熟，男子假装焦急
地给迟迟没有出现的朋友联系，随后，无奈
地告诉寇女士说朋友不确定什么时间能到，
想借用寇女士的银行卡，让朋友把钱转到卡
上，等钱取出后会付佣金。在男子的引导
下，寇女士不好拒绝就将自己的工商银行卡
号、姓名、电话编辑成短信发给所谓的该男
子的朋友。很快，她的手机便收到了短信回
复，内容是寇女士的银行卡收到了1万元港
元，汇率是：0.8679，到账8732.06元，手续费
50元，由于系统问题，24小时内到账。

随后，二人到附近的工商银行查看，发
现银行卡内并没有收到钱，男子忙安慰寇
女士说 24 小时内会收到钱的，让其先给他
点钱用着，第二天再取钱，并再三许诺一定
会给其好处费的。男子向寇女士提出要
2800 元现金，由于寇女士的工商银行卡里
没有钱，于是回家准备拿交通银行卡取钱。

到家后，寇女士总感觉有点不对劲，于

是打电话向其父亲询问，其父亲了解情况
后建议女儿报警处理，请民警来核实对方
身份，如果真是香港人需要帮助，有民警在
也能把借钱的事情说清楚。报警后，在楼
下等待的男子一直打电话催问，寇女士以
找银行卡为借口拖延时间，等民警到了，寇
女士和民警一起出现在男子面前。

在嵩山路分局治安管理服务大队二中
队，民警从男子身上搜出各种行骗道具。
经讯问得知，男子钟某茂，安徽人，专门冒
充香港人用港币兑换人民币骗人，其所持
有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和花旗银行卡
是在安徽老家花了100元钱办的假证，落网
前两天他从西安乘火车到郑州，一遇见年
轻的女子，便主动上前搭讪，知道郑州没有
花旗银行，就故意设计行骗。其间，拨打电
话让寇女士接听的也不是所谓的朋友，是
老家的一个叫“浩哥”的人，每次钟某茂给
他200元钱，他就负责为钟某茂配合。寇女
士收到的短信也是“浩哥”编辑好发来的。

目前，钟某茂已被行政拘留，案件还在
进一步审理中。

“香港帅哥”落难街头？实为骗子行骗！

□记者 杨勇 通讯员 李东亚 禹青山/文图

操着一口不是很标准的广东话，一男子称自己是
来郑州投资做生意的香港人，以香港的银行卡无法在
内地使用需要兑换人民币为由，专门搭讪路过的单身
女性，先骗取同情，待取得信任后再骗钱。近日，这名
穿着时髦、帅气的男子钟某茂假冒“高富帅”行骗，却被
郑州市民识破后报警被抓。

邓州市检察院
举办“迎七一”红色
经典朗诵比赛

濮阳县法院：综合施策强势发力 决战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

□记者 李梦扬 通讯员 齐育娟 陈隆达

讯问钟某茂现场讯问钟某茂现场

朗诵红色经典
砥砺奋进新时代

南召县检察院 召开听证会审查逮捕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