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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丘县检察院
深入基层做好普法宣传

本报讯（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孙
广超）为了提高广大经营者和消费
者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引导消费
者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维权观，近
日，封丘县检察院组织干警到人民
公园西门附近，开展消费者权益保
护普法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干警们分开行动，一
部分站在摊位前为群众提供法律咨
询，一部分来到过往群众中间发放
宣传彩页，并提醒群众消费过程中
要增强防骗意识。为做好本次宣传
活动，该院共组织 10 余名干警，早早
来到宣传现场，摆好法律知识展板和
彩页，并提前搜集人民群众在消费过
程中容易忽略的防骗小常识，打印成
页，分发给消费者。此次活动，共提
供法律咨询 10 余人次，发放宣传册、
宣传彩页 200 余份，为消费者购物防
骗提供知识储备，预防在购物中不必
要的各类小陷阱，有效维护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

近年来，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
益，封丘县检察院积极采取有力措
施：一方面严厉打击各类制假售假、
利用网络诈骗等犯罪行为，对于涉
嫌生产、销售伪劣商品、侵犯知识产
权、电信诈骗等犯罪嫌疑人，从严处
理，依法逮捕起诉；另一方面不断强
化“两法衔接”工作，发现、建议和监
督行政执法机关向司法机关及时移
送涉嫌犯罪的案件，大力开展立案监
督工作，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
案件和公安机关受理的刑事案件，
对于以罚代刑、有案不立的案件及
时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执法。

▲日前，新乡市法院、市文明办、市发改委联合开展
的“笃信守诚尚法弘德——新乡市决战决胜‘基本解决执
行难’大会”，与会干警纷纷表示将认真履行诚信宣言，以
实际行动为决战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作出积极贡献。
图为牧野区法院院长徐明慧在“笃信守诚尚法弘德”墙上
庄严签字。记者 穆黎明通讯员冯振强摄影报道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明 通
讯员 桑鹏 王泓毓）涉村委会案
件，历来是一道执行难题。如何
解题？如何快速解题？

近日，获嘉县法院执行干警
充分利用诉调对接多元化解平
台，与乡镇调解组织联动调解，仅
用三天时间就快速执结了一起买
卖合同纠纷案件,同时也为“如何
快速解题”提供了可行思路。

2013 年 5 月，获嘉县冯庄镇
某村委会组织村民修路，徐某为
村委会供应水泥。经结算，该村
委会共欠徐某水泥款 7010元，经
徐某多次催要，始终未予支付。
后徐某诉至法院，要求其支付水
泥款。经法院审理，双方达成协
议，约定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支
付水泥款 7010 元。履行期限届

满后，该村委会仍不履行支付义
务，徐某申请强制执行。

承办人接到案件后，迅速熟
悉案情，考虑到涉村委会案件的
特殊性，为了缓解双方对立情绪，
不激化基层干群矛盾，主动与冯
庄镇基层法律服务所调解员联
系，利用诉调对接多元联动的优
势，利用乡镇调解员的工作优势、
地缘优势和人情优势，切实助推
案件执行。经过执行干警、乡镇
调解员的多次对接、多次协调、多
次调解，最终，双方当事人均作出
让步，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以5500
元清结案件。至此，一道执行难
题顺利求解，既保障了胜诉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又化解了基层干
群矛盾，实现了较好的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

原阳县检察院
发挥民行监督作用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夏兴
宇 张伟）近日，新乡市检察机关召开全市公益
诉讼工作推进会后，原阳县检察院高度重视，
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白文斌立即组织召开
院公益诉讼工作专项会议，传达市院会议精
神，部署推动全年公益诉讼工作。

会上，该院党总支书记杨勇、民事行政检
察部工作负责人张伟汇报了近期部门办案、
线索收集情况及公益诉讼工作面临的困境。
随后结合公益诉讼线索调查情况，汇报了开
展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违法医疗广告宣传专
项行动工作成效。

白文斌针对公益诉讼工作开展情况及困
境，就2018年公益诉讼工作、两个专项行动深入
开展提出要求：一是要积极与党委、人大、政府
沟通联络，以各机关单位的支持保证公益诉讼
工作顺利开展；二是要及时向市院汇报工作情
况，按照进度要求完成任务，严把办案质量关；
三是要找准定位，确定监督边界，充分发挥民事
行政检察监督工作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作用；
四是要认真组织研讨，对于涉及责任单位较多的
案件，应理清行政与法律关系，确定发出检察建
议和提起公益诉讼的理由；五是要将诉前程序
和提起诉讼放在同等重要位置，规范检察建议
作出的依据、程序、内容，积极探索丰富民事行
政检察监督工作的载体，不断提高工作质效。

长垣县检察院
突出法律监督主责主业 提升检察工作质效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
明 通讯员 侯杰）近日，家住
原阳县的马某中、马某丰两
人来到辉县市法院，将一面
写有“一心为民、神速执行”
字样的锦旗送到了辉县市法
院执行局张道连法官的手
中，以表达他们对执行法官
的感激之情。

马某中、马某丰与刘某
某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于 2018 年 1 月 9 日诉至辉县
市法院。法院受理后，依法适
用简易程序进行了审理，判决
被告刘某某支付原告马某中、
马某丰工程款326万元。

5 月 3 日，案件进入执行
程序后，执行法官给刘某某
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并多次

催促刘某某履行执行案款，
但刘某某迟迟未予履行。5
月 30 日，执行法官报经领导
批准，决定对刘某某予以司
法拘留 15天。被司法拘留的
刘某某感受到了法律的震慑
威力，于 6 月 3 日主动缴纳案
款 20 万元，并与马某中、马
某丰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
承诺余下款项于 12 月 30 日
之前偿还两申请人案款 150
万元，剩余案款于 2019 年 6
月 30日之前偿还完毕。

6 月 20 日，马某中、马某
丰激动地告诉记者：“没有想
到申请执行才一个月，法院
就为我们执行到位 20 万元，
十分感谢法官能够尽心尽职
办理我们的案件！”

■简讯速递

利用诉调对接平台
三天快结执行案件

一心为民快执行
赶送锦旗表敬意

◀6 月 14 日，
原阳县法院党组
书记、院长薛东旺
在执行指挥中心
督导执行工作，以
实际行动落实“一
把手”第一责任。
薛东旺鼓励各团
队继续发扬不怕
苦不怕累精神、攻
坚克难，持续发力
攻坚”基本解决执
行难”。

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海港 摄影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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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泉区检察院
持续强化正风肃纪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王瑞
颖）今年以来，新乡市凤泉区检察院党组始
终保持坚强政治定力，持续强化正风肃纪，
扎实推进从严治检，取得了预期效果。

该院持续推动对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
署执行力度的督察检查，不断强化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紧紧扭住执行八项规定精
神不放松，继续加大正风肃纪治理力度，建
立健全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抓细抓实作风建
设常态化落实。继续加大庸懒散浮拖问题
治理力度，该院纪检监察部门对机关上下班
秩序、规范化管理和干警工作状态进行暗访
督导，突出整治对待群众“冷硬横推拖”、服
务态度差、办事效率低，作风散漫，纪律松
弛，迟到早退，工作时间开小差、读闲书、玩
手机、打游戏，心不在焉等问题。持续推动

“三公”经费规范化管理，充分发挥机关食堂
综合效能，严格公务接待标准，促进了公务
接待支出的持续下降；加大执法执勤车辆
管理力度，应用警车 GPS 定位系统协助管
理，强化警车使用监督；大力压缩行政事务
性开支，积极推行公务信用卡结算制度，确
保公务经费支出真实、合规。

端午节前后，该院纪检监察部门派员
重点对机关节日值班、车辆封存、安全防
范、执行作风建设各项规定等情况进行督
察，当场反馈督察意见，纠正发现的问题，
强化了机关节日值班各项规定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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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阳县检察院
高标定位争取工作主动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徐延菊 夏兴宇）近日，原阳县检察院召
开中层干部（扩大）会，传达学习新乡市
检察院党组成员和主要业务部门述职
述评会议精神。

会上，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白文
斌要求各部门要认清位次、对标先进，
结合考核情况抓好会议精神落实，白文
斌以理病灶、查病因、开药方为喻，就深
入贯彻全市检察长会议精神提出三点
要求：一要高标定位、心态积极。各部
门要坚定“保二争一”的工作目标，要有
逢旗必抗的精神。二要立即行动、不找
借口。要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抓住机
遇，争取主动。各部门负责人反思问题、
分析病因、拿出举措，立即行动抓落实。
三要团结一心、同舟共济。要秉承“原检
命运共同体”思维，在2018年各项工作的
谋划和落实中，分管检察长要把好方向、
举好旗帜；部门负责人要积极谋划、精心
组织、以身作则、充分调动；员额内检察
官要责无旁贷、冲锋在前；各部门之间要
团结协作、相互支持，提速晋位。

会上，白文斌结合自身经历，分享了
对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理解，带领全体干
警学习了《宪法修正案草案》。并谈了
对“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只有奋斗
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奋斗本身
就是一种幸福”的感悟，勉励干警们要
做新时代的奋斗者，不断开创新时代原
阳检察工作新局面。

本报长垣讯（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田
建勋）2018 年以来，长垣县检察院聚焦法
律监督主责主业，不断推动检察工作转型发
展，确保工作质效显著提升。

一是筑牢法律监督主责主业。着
力抓好刑事诉讼监督、民事行政检察和公
益诉讼。创新工作方法，做强侦查活动、
强制措施、审判活动、刑事执行监督等传
统监督职能，积极探索做好羁押必要性审
查、财产刑执行监督等新增职能的新思
路、新措施。

二是强化协作形成监督合力。有效
整合诉讼监督力量，延伸监督触角，赋予
派驻检察室新的职能，尝试建立公益诉
讼调查的“先锋部队”，让派驻基层检察

室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是切实增强法律监督刚性。不

断加强与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审判
机关的沟通，增进监督共识，畅通监督渠
道。探索建立与纪委监委的线索移送反馈
机制，及时跟踪掌握查处进程和结果。

四是全力保障监督质量效果。切实注
重提升监督的规范性、准确性、实效性，让
被监督对象、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认可、接
受，树立检察机关声威，提升检察机关公
信力。

五是创新开展公益诉讼工作。重点抓
好行政公益诉讼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两大案件类型，尤其注重办理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