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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垣讯（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田建勋）近日，长垣县检察院民行科通
过下达公益诉讼检察建议，依法督促追
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145.8 万元，
有效防止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2017 年 10 月份，长垣县检察院通
过开展公益诉讼线索排查工作，发现新
乡市圣起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圣起公司）存在拖欠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金情况，遂启动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展
开调查。

长垣县检察院积极对该案展开细
致调查，调取了相关土地档案卷宗及出
让合同，深入实地走访，对相关负责人
进行询问，最终发现，长垣县国土资源
局仅下达了催缴通知书，并未采取其他
有效措施，也未按照合同约定收回国有
土地使用权，存在行政不作为的情形。

长垣县检察院遂于2017年11月27
日经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向长垣县国土
资源局下达检察建议书，要求长垣县国
土资源局采取措施对圣起公司欠缴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和因欠缴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产生的滞纳金进行
征收，并加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
征收和管理工作。

检察建议发出后的一个月内，长垣
县国土资源局将圣起公司欠缴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缴清，为国家挽回
了 145.8 万元的经济损失，收到了良好
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切实维护了国
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了社会各界
的一致称赞。

为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对
法院工作的满意度，新乡市牧野区法院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全力破解执行
难题，努力提升司法公信力，扎实推进

“双提升”工作。

审判引领 紧抓主业

“心苟至公，人将大同”。公正与效
率是法院工作的永恒主题。自牧野区
法院新一届党组成立以来，通过走访辖
区各乡村、社区、街道、企业等，倾听民
声、展开调研，经多次研究，结合实际创
新试行“网格化管理”工作模式，坚持

“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大力推行
诉前调解、繁简分流、诉调对接多元化
解机制改革，妥善审理婚姻家庭、民间
借贷、医疗卫生等涉民生案件。深入开
展服务企业活动，认真审理好金融借
贷、强制清算与破产类案件，对企业生
产经营出现的问题及时提出建议，为社
会经济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服
务。2018 年 1 至 6 月，该院共受理各类
案件 2843件，审结 1669件。

守护民生 执行亮剑

“真没想到，我这钱能这么快要回
来！”一位当事人收到执行款后，专程前
来感谢执行干警。

“本不固者末必几，行不信者名必
耗”。执行工作是对人民群众所开“支
票”的及时兑现，是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
对法院工作满意度的重要支撑。牧野区
法院始终以破解执行难为目标，紧紧围
绕全面落实“基本解决执行难”军令状，
实行院长亲自抓、执行局长具体抓、全院
各部门通力配合的执行工作机制，紧盯

“实际执结率”和“实际到位率”两项指
标，以让人民群众满意为目标，努力解决
向群众“打白条”等关系民生的问题，“春
雷行动”“夏季雷霆”“秋季风暴”等集中
执行活动从未停歇，“年有打击季、季有
打击月、月有打击周”在该院得到了很好
的贯彻落实，全体执行干警尽最大努力
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本来没有当回事，后来特别害怕上
‘黑名单’，就赶紧把执行款交了。”这是
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后所说的话。该
院为“决胜执行难”，穷尽一切手段破解
执行难题，通过加强与公安、税务、金融、
工商、土地、房管等部门协调联动，对被
执行人在高消费、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
面予以限制和惩戒，形成“一处失信、处
处受限”联合惩治“老赖”的新格局。

截至目前，该院共受理执行案件965
件，执结 895 件，实际执结到位 14522 万
余元。

质效提升 多措并举

“以前知道官司不好打，但是遇到事
了也没有办法，硬着头皮来法院打官司，
没想到两天就全给解决了，法院真是公
道啊！”在牧野区法院诉讼大厅，西牧村
的老张握着调解员齐东海的手一个劲感
谢。牧野区法院为化解基层群众矛盾，
大力推进诉调对接多元化解机制。按照
全市“诉调对接多元化解”工作部署，
2017 年该院筹资 30 余万元建成“诉调对
接多元化解中心”，将人民调解、行政调
解、司法调解、行业调解有效整合为“一
个平台”。在全区 93 个社区（村）建立调
解组织，组成了由妇联和工会退休干部、
退休法官、退休检察官、社区干部和社会
志愿者共同组成的 275 名专兼职调解员
队伍，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大调解格
局”，积极推动社会矛盾多元化解。

今年，该院又将保险业引入诉前调
解范围，由市保险公司选派业务能力强、
具备较强表达和调解能力的优秀人员进
驻诉调对接多元化解中心，对涉及保险
合同和交通事故的案件进行调解。

截至目前，该院在诉前阶段共受理案
件901件，经过调解结案308件，有203件诉
前案件在积极调解中，390起案件因调解不
成进入诉讼程序，对化解基层群众矛盾、促
进案件繁简分流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铸造精品 服务大局

近年来，牧野区法院持续深入推进
法律服务工作，保障经济社会健康有序
发展。落实“百名干部帮百企”常态服务
机制，由首席服务员对分包的区重点企
业开展贴身服务，畅通受理渠道，协调解
决问题，为企业提供常态化高效服务，为
积极破解企业转型升级瓶颈难题、促进
辖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法律支撑。

2018年以来，该院连续开展“扫黑除
恶暨平安建设宣传活动”“拒绝高利诱惑
远离非法集资”“笃信守诚尚法弘德——
新乡市决战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大
会”等法治宣传活动 9 次，发放宣传资料
5000 余份，现场解答群众咨询 400 余人
次，帮助人民群众提升法律意识和防范
水平，为构建和谐社会、创建“平安牧野”
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受到辖区群众的
交口称赞，被称为“家门口的法院”。

长期以来，牧野区法院在市委、区委的
正确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依法治国重大决
策部署，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未来将用
最大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对法院
工作的满意度，不断为推进社会和谐稳定、
加快平安法治社会建设作出贡献。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岳换香）近日，封丘县检察院未检办“小
荷青少年维权中心”与新乡市检察院结
对帮扶工作队携手，来到居厢镇后吴村
小学，开展以“做自己的守护天使”为主
题的法治宣讲活动。

未检干警结合小学生身心特点，制
作了生动活泼、内容丰富的 PPT 课件，
通过典型案例和视频，教育同学们如何
避免性侵、校园欺凌、校园暴力等侵害，
使同学们能够明辨是非，培养和树立正
确的法律观念，做一名学法、知法、守法
的好学生。

此次活动，赢得了师生的一致好
评，彰显了未检关怀，对增强小学生
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有效预
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起到了积极
作用。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徐霞）近日，获嘉县检察院 32 名干警分
别深入该县 32 个村庄开展“访民情 解
民忧”活动。

从 2018年 5月开始，获嘉县检察院
深入开展“访民情 解民忧”活动，坚持服
务群众、服务大局、深入群众，密切群众
关系，真情实意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做好事，助力全县“产业大招商、项目大
建设、环境大优化、发展大提速”专项行
动。

通过开展此项活动，力争使人民群
众安全感显著提升、政法机关执法满意
度显著提升、政法干警责任担当意识显
著提升、基层干群的普法守法意识显著
提升；使基层矛盾纠纷明显下降、信访
稳定案事件明显下降、刑事治安案事件
明显下降、违法违规行为明显下降。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徐延菊 夏兴宇）近年来，原阳县检察院
坚持把落实人民群众的期待作为不懈
的奋斗目标，全面加强作风建设，将群
众工作不断引向深入，赢得人民群众的
信任和拥护。

提升把握群众心理能力。与群众
换位思考，及时把握群众的真实意图、
底线预期及心理变化，对症下药地提出
解决问题的方案，真正解开群众的心
结。

提升运用群众语言能力。用群众
语言贴近群众，用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
开展工作，最大限度地消除群众的心
理、情感上的隔阂。在法治宣传过程
中，注重平民化、生活化、本土化，将法
律知识与群众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使群
众易于理解，乐于接受。

提升化解社会矛盾能力。建立健
全执法办案风险评估和预警处置机制，
深化检调对接、当事人和解机制，积极
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加强特困刑事
被害人救助工作，为9名因受害致困的
刑事被害人及时申请经济救助，发放救
助资金12.4万余元。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郝红梅）近年来，新乡市凤泉区检察院
创新案件管理“3+X”工作机制。“3”即
设立“三员”（风险巡查员、流程监督员、
统计联络员）实现三项监督（风险评估
监督、办案流程监督、案卡填录监督）；

“X”即成立“动态”专项督查小组，对上
级和领导交办的专项督查任务跟踪落
实。

通过设立“风险巡查员”，建立风
险预警机制。由控申部门两名干警兼
任风险巡查员，开展案件受理后的执法
风险评估查询和统计工作，建立案件受
理同步风险预警巡查机制，使风险研判
与案件流转同步进行。通过设立“流程
监督员”，强化案件监督机制。在统一
业务应用系统案管部门下设“流程监督
员”，并协调纪检监察、检委会等部门人
员兼任该职，及时掌握案件的办理流程
和期限。通过设立“统计联络员”，规范
案卡填录机制。业务部门内勤 9 人兼
任“统计联络员”，在监督指导本部门各
承办人规范操作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
同时，肩负日常督促承办人及时、准确
填写案卡工作的职责，确保统一业务系
统中案件信息与检察机关 AJ2013 案卡
系统中统计数据顺利交换。

建立“动态”专项督查小组，不断丰
富案件管理机制。在三项监督的基础
上，根据检察工作的发展需要，案管办
牵头业务骨干成立各类专项督查小组。

□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陈维萍 常丹阳/文 冯振强 马云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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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回土地使用权
出让金145.8万元

A

C

B

D

A

B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