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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门峡讯（记者 马建刚）日前，三
门峡市禁毒委在大张广场举办以“健康人
生、绿色无毒”为主题的国际禁毒日宣传活
动。三门峡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市
禁毒委主任王振清等领导深入活动现场，
参观宣传展板，查阅宣传资料，与工作人员
交流，了解宣传内容和效果。

王振清指出，禁毒工作事关社会和谐稳
定，事关人民幸福安康，是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

担当，不断提升禁毒工作水平。要把禁毒工
作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结合，深挖涉毒黑
恶势力及其“保护伞”，铲除毒品问题滋生蔓
延的土壤。要加大毒品违法犯罪预防打击
力度，强化对吸毒人员的管控，严防涉毒大
要案的发生；要抓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
切实增强青少年的识毒、拒毒、防毒意识；要
坚持宣传工作常态化，有针对性地加大公共
场所宣传力度，动员群众积极参与，切实打
好禁毒人民战争。

此次活动通过万人签名、有奖猜谜、
摆放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大力普
及宣传禁毒知识，共展出展板 56 块，悬挂
横幅 40 余条，发放禁毒宣传页 6000 余份、
纪念品 2000 余件，受教育群众 8000 余人
次，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营造了良好
的舆论氛围。

市禁毒委 35 个成员单位代表、市公安
局禁毒支队和禁毒志愿者参加了此次活
动。

“法律是理性的，但法律人是可
以感性的，有温度的，这也是无论在
任何岗位上干好工作所需要具备的
一种情怀。”近日，记者在渑池县法院
审判庭见到了现年 33 岁的“三门峡市
优秀法官”韩鑫。

2011 年，韩鑫来到渑池县法院后，
被分配到英豪中心法庭工作，这一扎
根就是 6 年。6 年来，在杨永青庭长的

“传帮带”下，他很快成长起来，并成为
庭内办案骨干，自 2014 年从事审判工
作以来，结案 540 余件，2015 年、2016
年所承办案件服判息诉率均达 92%，
调撤率达 63%，连续两年被评为年度
办案标兵，被三门峡市中级法院评为
全市优秀法官。2017 年初，韩鑫服从
院内安排离开了心爱的审判岗位，到
被视为最苦、最累、最默默无闻的研究
室工作，主要负责院内大小材料的写
作和调研案例工作，同时还要兼顾办
案，“肯定累啊！但是组织让你到这个

岗位就是信任你，干一行就要干好，这
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这一年，韩鑫
被省法院评为“全省案例工作先进个
人”。

一次，家人半夜醒来发现韩鑫还
没回家就给他打电话，此时已近凌晨 3
时，他仍在仔细推敲急需的材料，蚊虫
叮咬，饥肠辘辘已全然不顾，他只是轻
描淡写地和家人说了句“没事”，就继
续工作。累了，他就靠在椅子上睡一
会儿。上班时，他准备好的材料已放
在领导办公桌上。

“审判台上，所有‘聚光灯’都照向
你，审判台下，更多的是青灯孤影，岗
位变了，但职责没变，只是直接服务和
间接服务的问题。”韩鑫说。

看到矛盾纠纷在自己手里化解，
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是没办法形容
的。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他常
对当事人说他不需要当事人的感谢，
因为这是他的职责所在。

本报三门峡讯 拖欠货款不
还，法院判决后仍不履行，进入
执 行 程 序 后 ，执 行 干 警 一 再 上
门寻找，被执行人却一躲再躲，
逃避执行。6 月 27 日，面对拒不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躲避执行的被执行人李某，三门
峡市陕州区法院的执行干警们
使出司法拘留“杀手锏”，在强大
震 慑 下 ，迫 使 李 某 最 终 履 行 完
毕。

2016年 2月，李某购买张某猪
饲料后，欠张某 6000 余元未还。
2016年10月17日张某诉至陕州区
法院，经法院主持调解，李某承诺
分期履行完毕。

调解书生效后，李某仅偿还
2000 元，再无还款。无奈，张某
申请强制执行。 2018 年 6 月 26
日，该院开展突击执行行动，李
某在暗处发现法院警车后逃走，
执行扑空。27 日 13 时，执行干警
们以“逢山开路，遇河搭桥”的干
劲，通过不懈努力，最终合力将
李某抓获。被带回法院的李某
在司法拘留的压力下，当场履行
了 还 款 义 务 ，案 件 得 以 顺 利 执
结。

（徐瑞龙李强陈峰龙）

▶6月30日，灵宝市公安局主办的“庆
七一·熠熠党徽照警营”红歌比赛在该市
举行，来自灵宝公安系统15个单位的16组
选手共同唱红歌颂党恩，弘扬警营正能
量，献礼建党97华诞。崔晓飞摄影报道

▲6月30日，三门峡市湖滨区法院党
组书记、院长党立新带领党员干警到黄河
三门峡大坝开展“不忘初心跟党走 牢记使
命勇担当”主题党日活动，传承弘扬黄河
不屈不挠、蓬勃向上、奋发图强的精神，进
一步激励党员干警立足新时代勇担当展
作为。 陈华 张传新 摄影报道

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担当
三门峡市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取得良好效果

本报三门峡讯 6 月 29日 6 时，
卢氏县法院的 26 名执行干警在办
公楼前集结完毕，一场声势浩大的
集中执行拉开序幕。

为确保行动取得实效，行动前
一天该院经过排查，一共筛选22件
执行案件纳入这次精准执行范围，
4个执行实施团队分别制订了具体
可行的方案。

当日 6 时许，干警们来到位
于县城北关村行知小学旁边一民
房院内。被执行人僧某看到全副
武装的法警和威严的执行法官，
自知理亏，在执行法官宣读完拘
留决定书后，被戴上手铐接受拘
留。

截至当日 17 时，4 个执行实
施团队干警在完成预定任务后陆
续归队。此次行动共拘传被执行
人 12 人，履行完毕 8 案，达成执行
和解 5 案，拘留 4 人，执行到位金
额 16.7 万元。

（韩若雪 宋鲁豫）

巧破“老赖”“躲”字诀

“有温度的法官”韩鑫

干事创业 局长党课讲廉政

本报三门峡讯（记者 马建刚 通讯
员 孟永新）为有效调动广大党员干事
创业的活力动力，日前，卢氏县政府党
组成员，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宋福
栓为该局机关全体党员民警上了一堂
弘扬“三股劲”精神专题党课。

宋福栓结合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共中
央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
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和省委
书记王国生在《河南日报》发表的署名
文章《努力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的“三
股劲”》的体会和感想感悟，就如何将学
习讨论成果转化为强大的工作动力，给
局机关全体民警上了题为“党员干部如
何树立正确的利益观”的党课。宋福栓
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树立正确利益观的
重要性、必要性，提醒全体党员民警要
牢记钱财乃身外之物，如果成为它的俘
虏，既有损于党的事业和个人名节，也
有悖于党员干部的本色。要求全体党
员民警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全心全意
为人民谋利益，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一
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
民的人，切实夯实党风廉政基础。

本报三门峡讯（记者 马建刚 通讯
员 孙海龙 僧龙鹏）6月29日，灵宝市检
察院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办公室收到了
河道管理部门对该院发出的“三灵检
行公建【2018】4 号”检察建议书的复
函。至此，断密涧河脏乱差的现象得
到治理，给人民群众营造了一个良好
的生态文明环境。

6月初，该院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办
公室干警接到群众匿名举报后，立即
组织干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查看，发
现断密涧河的河道中堆积着各种垃
圾，长时间无人清理，致使附近环境脏
乱不堪，已严重污染了断密涧河水质
和周边的环境。

该院行政执法检察及时发出检察
建议后，在对河道治理的同时，河道管
理部门专门针对河道卫生治理情况制
定了断密涧河长效管理机制。

该案的成功办理，既维护了社会
公共利益，又有效改善了黄河支流断
密涧河生态环境，保护了灵宝的碧水
蓝天，为人民群众营造了一个良好的
生活环境，群众为检察院的工作举措
纷纷点赞，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检察建议 换来河道清如许

记者走崤函看平安记者走崤函看平安

坚决打赢执行攻坚战

本报重庆讯（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张军时）近日，三门峡市法治宣传教育
培训班在西南政法大学圆满结束。

这次培训班旨在切实提升三门峡
市法治干部、普法骨干的法治思维和
法治能力，为深入推进平安建设、法治
建设提供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持。

三门峡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副局
长孙江涛在开班仪式上强调，要在学
以致用上下功夫，把研究和解决法治
建设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学
习的根本出发点和着眼点，勇于实践，
勤于实践，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准确把
握法治建设规律，推动实际问题解决，
努力增加工作实效。

西南政法大学李佩、莫江平、张
震、孟庆涛、邓斌、李安娜等专家教授
分别就新媒体时代法治宣传与形象塑
造、党政干部宪法思维探讨、七五普法
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如何提高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经济全球
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育、干部
的心理调适与心理解压等问题作了精
彩解读。

培训教育
提升法治思维

□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代文官

新时代优秀政法干警风采

卢氏县法院
集中执行拉开序幕

陕州区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