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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洛阳讯（平安洛阳记
者 常向阳 通讯员 刘伟 朱晓
鑫）近日，洛阳市图书馆馆外流
动服务点在市精神卫生中心正
式挂牌。

洛阳市图书馆馆长吕子刚
等一行 6 人来到市精神卫生中
心，与该中心医护人员及部分康
复患者代表一起见证了挂牌仪

式，并向该院“爱心阅览室”赠送
1000本馆藏图书。

图书馆与精神卫生中心的
工作人员表示，要以此次挂牌仪
式为契机，精准对接新时代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医疗
卫生健康需求，牢记使命，努力
工作，为洛阳更加出彩、医院更
好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近日，洛阳市瀍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旺华一行来到
瀍河区法院，慰问奋战在执行一线的干警，并为他们送来

降温防暑慰问品。 平安洛阳记者 郎松涛
通讯员郝英英 王雅楠摄影报道

本报洛阳讯（平安洛阳记者 陈卫
军 通讯员 李晋 韩文娟）今年以来，洛
阳市西工区检察院围绕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自觉把保障
和改善民生作为检察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明确工作导向，强化使命
担当，全力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获得感和
满意度。

为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的新要求、
新期待，着力提升群众执法满意度，
该院明确了力争年底进入全省先进
行列，使检察工作得到社会普遍认可
和支持，牢固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的目
标，并成立了以党组书记、检察长陈
红伟为组长的提升群众执法满意度
领导小组。

该院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提高
思想认识，组织主题教育活动，并在
全院干警中开展了“如何提升群众执
法满意度”大讨论活动，使全体干警
真正从思想上重视起来，并将思想化
为行动，注重日常工作和司法办案中
的每个细节，从小事做起，努力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件事上都有获得感。

针对人民群众关注的非法集资、
电信诈骗、环境污染等热点、难点问
题，该院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

职能，重点关注，严厉打击，及时回
应。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
厉打击“村霸”、宗族恶势力、“保护
伞”以及“软暴力”，不断提高人民群
众安全感。

该院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
检，对干警违反纪律作风规定、工作
效率低下、办事推诿拖拉等违规违纪
行为坚决查处，绝不姑息。不断加强
业务培训，组织各类练兵竞赛比武活
动，进一步增强干警创先争优意识，
提升检察业务水平。

在宣传工作方面，该院加大检察
工作的宣传力度，扎实提高社会认知
度，拓宽宣传途径，对群众关切的问
题，在电视、报纸等传统主流媒体上
开辟专栏宣传报道，并充分利用微
博、微信、门户网站等新媒体平台，扩
大“西工检察”的影响力和覆盖面。
此外，该院还利用关键时间节点，组
织宣传策划，传播检察好声音，弘扬
法治正能量。

该院持续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
项整治，着力纠正思想观念、办案纪
律、案件程序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
题。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将案件评
查结果与群众的反馈意见记入检察
官业绩档案，与绩效考核、等级晋升
挂钩。延伸司法救助职能，依法及时

向符合条件的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发
放救助金，突出司法人文关怀。

为进一步改进司法作风，该院要
求全体检察干警要做到把群众当亲
人，以一张笑脸、一杯热水对待当事
人、律师和来访群众，让群众切实感
受到检察温度，全面保障当事人诉讼
权利和律师执业权利。该院落实“谁
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加强检察
法律文书说理，确保当事人理解、满
意、支持，实现办案“三个效果”的有
机统一。

该院坚持开展志愿者法律服务
活动。院党组计 划 于 今 年 5 月 至
12 月带领干警分批次开展志愿法
律 服 务 活 动 。 截 至 目 前 ，参 与 活
动 的 干 警 1000 余 人 次 ，共 发 放 宣
传册、宣传袋 16000 余份，为群众答
疑 解 惑 、提 供 法 律 服 务 5000 余 人
次，走访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342
名，张贴“西工检察院在您身边”的
宣传海报 1000 余份，营造了良好的
宣传氛围。

执法办案是职责，为民服务无止
境。在检察工作转型发展的重要时
期，洛阳市西工区检察院将强化使命
担当，积极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为加快建设“富强西工、美丽西
工、幸福西工”提供坚实的司法保障。

明确工作导向
提升群众执法满意度

本报洛阳讯 7月9日，嵩县公安
局副局长李万军带领警令部、刑侦
大队和大章派出所民警到大章镇矿
山聚集区开展“扫黑除恶”集中宣传
活动。

嵩县是矿山大县，大章镇是黄
金矿山集中地区，人口流动量大，成
分错综复杂，盗窃矿石、打架斗殴、
破坏矿山企业设施等案件时有发
生。为贯彻落实洛阳市公安局“扫
黑除恶”进矿区部署，嵩县公安局将
大章镇作为重点矿区，在嵩县大章
镇召开了推进会，宣读了《嵩县公安
局关于鼓励全县群众积极举报黑恶
线索的通报》。李万军在会上作了
动员讲话，动员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及矿山保卫人员人人参与，紧密
配合，积极通过微信、短信、黑恶举
报专用电话及 110举报黑恶线索。

（胡晓杨新亮）

本报洛阳讯 近日，嵩县的李某
在自己家中被一名男子持刀抢劫，
2300元现金、一条软中华香烟和一
副耳钉被抢走，总价值3000多元。

接警后，嵩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五中队、技术中队和合成作战队民
警赶赴案发现场进行勘查。通过
大范围走访调查，民警获得线索：
犯罪嫌疑人疑似在嵩县县城娱乐
场所出现过。经过蹲守，一名与犯
罪嫌疑人相貌特征相似的男子进
入了民警视线。蹲守民警一起出
击，迅速将该男子控制，当场在该
男子身上查获现金 3100 元及作案
时用的刀具一把。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张某，24
岁，曾有犯罪前科。在事实证据面
前，张某对抢劫事实供认不讳。目
前，张某已被嵩县公安局刑事拘
留。 （胡晓杨新亮）

本报洛阳讯（平安洛阳记者郎松涛通讯员丁俊
丽）近日，伊川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关宇飞，副县长
姜斌，县检察院检察长王振中，县公安局局长刘晓宁
等到伊川县法院慰问执行干警，共商执行工作。

关宇飞等来到法院执行局办公室，给一线执
行干警带来了慰问品。在执行工作座谈会上，关
宇飞查看了上半年伊川县法院执行质效考核排
名，并听取了伊川县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牛晓萍
对法院执行工作的汇报。

关宇飞对这段时间以来伊川县法院执行工作
的进步给予了肯定和认可。他说，今年是“基本解
决执行难”的决胜之年，伊川县法院执行工作要从
三个方面着手进行攻坚克难。第一，要提升大执行
思想站位，构建大执行工作格局，充分发挥党委领
导、政法委协调、法院主体、公安及相关部门配合联
动机制的作用，坚定不移地克服困难，推进执行工
作再上新台阶。第二，要提纲挈领抓目标，有的放
矢干工作，要根据执行考核目标、第三方评估标准，
结合自身短板来解决问题，稳步推进执行工作的开
展，确保执行工作不落后。第三，要牢固树立一盘
棋思想，各个执行团队要荣辱与共，高效协作，在县
委、县政府以及各个相关单位的支持下，充分发挥
合力作用，坚决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

本报洛阳讯（平安洛阳记者 郎松涛 通讯员
张军营）7月 7日 20时，宁静的周六夜晚，偃师市
法院执行局办公室里却格外热闹。执行法官正
在处理郭某及其合伙人受行政处罚一案。

2017年7月18日，郭某等人合伙建的购物广场
因非法占用土地，被偃师市国土局作出行政处罚。
国土局责令郭某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并对其处以
27860元罚款。郭某既未申请行政复议，又未向法
院起诉，也不履行处罚决定。国土局向偃师市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今年4月9日立案执行。

执行期间，执行法官依法向郭某送达了执行通
知书等法律文书，并于7月7日下午将郭某及其合
伙人带至法院进行询问。当天21时，郭某等人在法
官的调解下，就如何给付罚款达成了一致意见。目
前，郭某等人已履行完毕，该案顺利执结。

本报洛阳讯 实践中，女性“老赖”滥用“性别
优势”抗拒执行的情况不断发生，导致法院执行
工作难以正常进行，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

为解决此类难题，近日，洛阳市老城区法院
以执行局和法警队现有女法官和女法警为基础，
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女性执法编队。在集中执行
女性“老赖”时，女性执法编队联合从法院其他部
门抽调的女法官，发挥了极大作用。目前，该院
的女性执法编队已集中行动过多次，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女性“老赖”所谓的“性别优势”彻底失去
了“市场”。 （王晓东申文娟）

本报洛阳讯 今年以来，宜阳县法院牢牢抓住
执行信息化建设这个“牛鼻子”，构建多维公开平
台，努力使正义不仅要实现，还要让大家看得见、
感受得到。

在日常执行工作中，该院用信息化补齐执行
宣传工作短板，利用互联网，特别是微博、微信等
网络新媒体，通过“互联网+执行宣传”拓展和创新
宣传方式，延伸执行宣传触角，实现执行宣传的立
体化与精准化。该院还充分利用执行案件流程管
理系统，实现所有执行案件网上办理、网上公开，
实现对执行关键节点的有效管控。为实现执行公
开，在重大执行活动中，该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媒体和申请执行人全程参与，监督见证，有
效减少了涉执信访，保障了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
执行案件的知情权、监督权。 （徐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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