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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门峡讯（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范
鹏飞）近日，灵宝市法院通过“灵宝微执行”
小程序成功受理卢氏县一起合伙协议纠纷
案件，申请人水某通过“灵宝微执行”向该
院提交了立案材料、提供了被执行人的财
产线索，仅用了不到三天时间，灵宝市法院
就对被执行人在洛阳的一处房产进行了查
封，当事人切实感受到了信息化带来的司
法便利。

“灵宝微执行”小程序，其功能与作用到
底是什么？灵宝市法院执行局局长刘振华
介绍，“灵宝微执行”是一个开放给全民参

与解决“执行难”的平台，当事人足不出户
即可在手机上办理立案手续，并可在小程
序上与执行法官实现互动。

记者体验发现，在微信内搜索“灵宝微
执行”或扫描“灵宝微执行”小程序二维码
即可进入小程序。进入后出现“在线立案”

“案件查询”“悬赏曝光”“司法拍卖”“执行
动态”“执行公告”等选项，灵宝市法院在此
发布执行公告，对失信人进行曝光。进入

“在线立案”选项后，当事人只需按照提示，
将申请执行所需要的材料拍照上传至相应
的栏目，并签上自己的名字，管理员审核后

即可完成立案申请。
刘振华告诉记者，“灵宝微执行”小程序

最大的亮点就是充分发挥微信双向、即时
通信的核心功能，将联络、告知、送达、执行
和解等互动型办案事项，全部延伸到手机
移动终端，可以充分利用法官和当事人的
碎片化时间，实现实时互动、在线交流。当
事人可以通过语音、图片、视频、定位等方
式举报执行线索，查询案件流程、执行案款
到位情况，直击执行进程。此外，小程序还
可以让法院保存所有音视频文件，满足执
行过程全程留痕的规范性要求。

手机在线可立案 双向互动促执行

“陀螺法官”的情结
□马领海

虽然 2018 上合峰会已经结束，但灵
宝市公安局故县分局办公室主任杨建民
却忘不了那个特殊的生日。

杨 建 民 ，同 事 都 亲 切 地 称 他“ 老
杨”。6 月 11 日一大早，正在 310 国道豫
陕界检查站值守上合峰会安保任务的老
杨电话响起，老杨一看是个陌生号码，正
在工作的他以为是诈骗电话就挂断了，过
了一会儿，这个号码又打过来，一连挂断
几次，电话铃声却还是不断响起，老杨不
得已把电话接通，电话那头传来声音：“你
好，我是某某蛋糕店，今天是您的生日，灵
宝市公安局为您预订了生日蛋糕……”

这个电话被一旁的同事听到了，没
等老杨挂断电话，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纷
纷出主意要为老杨过生日，紧张的工作
气氛立刻变得轻松了许多。驻站指挥的
灵宝市公安局故县分局局长关煜听说了
这个消息，决定给老杨放半天假休息休
息，老杨坚决不同意在执行安保任务中
过生日，更不愿回家休息。

老杨因在“1998·8·4”系列抢劫杀人
案中排查出重大线索，被记个人一等功。
今年的上合峰会安保警力少、任务重，已步
入暮年的老杨坚守在检查站担任繁重的执
勤任务，虽然家就在豫灵镇区，但一天都没
回去过，吃住都和执勤的同事们在一起。

当日12时，关煜为老杨送上鲜花，点
燃生日蜡烛，工作餐代替生日餐，检查站
的同事一起为老杨过55岁生日。激动的
热泪在老杨眼眶里打转，不善言辞的他
许下了自己的心愿：祝愿此次上合峰会
安保任务圆满成功，祝参加上合峰会安
保任务的全体民警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老杨的特殊生日
□李旭鸽 石磊

本报三门峡讯 近日，三门峡
市陕州区委政法委采取得力措施，
扎实开展“纪律作风整顿百日行
动”，努力构建纪律严明、作风严
谨、行为规范、廉洁高效的作风建
设长效机制。

陕州区委政法委按照区委要
求，制订方案并安排日程，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
理，明规知纪、遵规守纪。

“纪律作风整顿百日行动”活
动开展伊始，陕州区委政法委就坚
持把“边查边改”贯彻活动始终，深
入剖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形成问题
清单，制定整改措施，有条件的做
到立行立改，并通过公示栏等形
式，接受群众监督和活动督导。

通过建立服务群众长效机制，
在党员干部中营造“围着群众转、
帮着群众办、带着群众干”的良好
氛围，目前，该区已累计为群众办
理实事好事160多件。该区结合扫
黑除恶专项行动，深化法律服务进
基层活动，化解矛盾纠纷，提高人
民群众安全感，先后印发活动明白
卡 1800 余张，解决群众反映的热
点、难点问题 60 个，化解矛盾纠纷
12起，推动了纪律作风整顿活动深
入开展。同时建立“平安建设”塔
式微信群，向群众广泛宣传该区平
安建设的做法和取得的成果，融洽
警民关系，提升群众对平安建设的
知晓率、参与率和对政法工作的满
意度。 （杨少恒范松岩）

本报三门峡讯 5 月中旬起，陕州
区政法各部门组织警力，在夜间固定
时段闪烁警灯开展巡逻保卫工作，其
他非执勤警车在夜间行驶时也全部
开启警灯，接受群众报警，进一步加
强社会面治安防范，最大限度地预防
和减少犯罪，维护良好社会秩序，提
升了群众的安全感和对政法机关执
法满意度。

按照上级要求和部署，结合陕州
区实际，该区政法各部门每天夜间出
动警车 9辆，每辆警车配备干警 3人以
上，在城区 6个固定报警点和 3条流动
巡逻线路做好治安秩序维护和城区巡
逻工作。6 个固定报警点由法检公司
和森林公安负责，值班民警按时上岗，
闪烁警灯，发现异常情况或突发事件，
在控制事态的同时，及时通报公安机
关。3 条流动巡逻线路由公安机关负
责，在城区学校学生下晚自习时做好巡
逻，并负责检查沿线小区、单位、学校门
卫值班及巡防工作落实情况，确保各项
防范措施落到实处。区委政法委、区综
治委还成立了督查组进行督导检查，并
及时汇总进行通报，对不负责任、造成
严重后果的将严格进行责任追究。

（杨少恒范松岩）

本报三门峡讯 连日来，三门
峡市陕州区委政法委组织干部职
工利用每周五的例会，开展多形式
的学习，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宪
法和监察法的热潮。

陕州区委政法委通过班子带
学、主动自学、网络助学、会议促
学、考试验学等形式，深入学习贯
彻宪法，大力推动监察法的实施，
提高依法履职的能力；围绕问题线
索的处置、立案、调查对象、调查措
施等，做到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
摆进去、把实际摆进去；通过微信
群、QQ 群、微信公众号，大力宣传
宪法、监察法释义及相关知识，形
成互动交流；利用党组会、党支部
会议、每周五单位例会、廉政教育
会议等，及时组织干部职工学习贯
彻落实宪法、监察法，自觉成为法
治建设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
者。同时结合学习情况，以考试验
学的方式检验大家学习宪法、监察
法的效果，找准学习的方向，推动
针对性学习。

大家纷纷表示，通过学习增强
了依法履职尽责的自觉性，下一步
要找准职责定位，改进工作作风，
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
展工作，做一名学法、懂法、守法的
公职人员。 （李雯璐 马妍）

▲日前，三门峡市湖滨区人大常
委会视察调研组一行 15 人，到三门峡
市湖滨区法院视察调研执行工作开展
情况和执行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视察调研组表示，将把解决执行

难列入常委会重要审议议题，多层面
为法院执行工作创造良好执法环境，
坚决支持法院决胜“基本解决执行
难”，为湖滨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优良的
法治环境。陈华 张传新 摄影报道

▶日 前 ，三 门 峡
市陕州区委政法委结
合正在开展的纪律作
风整顿活动，联合派
驻纪检组，组织全体党
员干部赴三门峡监狱
开展警示教育活动，为
机关干部上了一堂生
动的警示教育课。

马妍 李雯璐 摄影
报道

警灯闪烁守平安
提升群众安全感

整顿纪律作风
构建廉洁高效机制

掀起学法热潮
促进依法履职

新闻故事新闻故事

“小马，让你
久等了。310 国道义马

路段正在修路，快急死我
了。”5月31日下午5时，义马市

法院执行局综合科科长杜娟抱着
一大摞案卷，气喘吁吁地来到三门峡

市中级法院执行局综合科办公室说。
“辛苦了，杜科长，别急，先坐下喝杯

水。”三门峡市中级法院执行局综合科工
作人员马涛赶忙起身接过杜娟手里的20多
本案卷，一边说着一边去为杜娟倒水。

杜娟和马涛开始了紧张的案件报结审
查工作。正忙着，杜娟的手机响了，原来电
话是杜鹃的父亲打来的，父亲告诉她，她的
母亲出了车祸，“刚做过全面检查，都是轻
伤，你安心工作吧。”

“娟姐，家里出啥事了，要不你先回去，
明天让其他同事来。”马涛关切地说道。

“没事，咱们接着干！”杜娟喝了口
水，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经过五六个小时的紧张
忙 碌 ，将 近 20 个 案 件 ，多 达

1500 多页的卷宗资料终于
审查完毕。二人握手

道别。这时，室

外已是夜幕笼罩
繁星满天。

“妈，我回来了！”半小时
后，杜娟来到了母亲的病床前，
焦虑地说道。

“娟儿，真悬啊，你差一点儿就见不
着妈了……”母女抱在一起强忍热泪。

次日，杜娟看到母亲的病情已经稳
定，想到手头的工作实在太多了，又想到
医院有父亲在照顾，自己可以放心，遂向
母亲说明了情况，回到法院一声不响地投
入到工作中。

“我想，既然选择了法官职业，既然
干上了执行工作，就是选择了奉献与艰
辛。只有怀揣一份责任感和使命感，才
能真正担负起为法治事业奋斗终生的
神圣使命！”对法官这一崇高而又神圣
的职业，对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杜
娟有着更深刻的领悟，凝聚着她对
审判事业的无限忠诚，骄人成绩
的背后，也饱含着她对家人深
深的愧疚。她一直在自己的
岗位上默默奉献着，被大
家亲切地称为“陀螺
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