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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意见呼声
助力攻克执行难

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
组赴信阳中院调研

本报信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周惠 通讯员 张振芳 陈思思）8月9
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
访局四处处长孙岩一行赴信阳中
院调研涉党政机关执行案件情况
并召开座谈会。省人大常委会副
秘书长李学义、信阳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杨明忠等参加调研。信阳
中院党组书记、院长张新中，中院
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座谈。

孙岩说，此次调研是按照全国
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的年度
工作计划安排，确定涉党政机关执
行难问题作为调研主题。10月份，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听取最高法院
基本解决执行难情况汇报，我们先
来调研摸底打个前站，收集来自基
层的意见和呼声，力争从立法层面
上助力攻克执行难。

信阳中院常务副院长王玉明
向调研组汇报 2016 年以来信阳两
级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
重点汇报了信阳市委对全市法院
执行工作的重视支持情况。

与会人员和调研组进行了讨
论交流，从不同的角度对涉党政机
关案件执行建言献策。

张新中深入分析涉党政机关
民事执行案件产生的原因，从立法
层面上提出了减少此类案件发生
的意见建议。

李学义充分肯定了信阳中院
在解决执行难工作上的好做法、好
经验。

调研组次日赴信阳中院辖区
的光山县法院就同一课题对基层
法院进行调研。

位于我省西部深山区、革命老区的卢氏
县，有这样一个派出法庭，它管辖着7个乡
镇100个行政村的涉民事诉讼案件，是我省
管辖面积最大的基层法庭。它工作人员只
有4个人，但他们把发生在卢氏县西南山区
7 个乡镇的涉民事诉讼案件处理得井井有
条。它就是卢氏县法院五里川法庭。

今天早上 7 点 30 分，我来到这里。此
时，庭长王彬正在办公室布置今天的下乡送
达工作，法官助理毋涛、书记员赵翼博做着
笔记。

“出发！”8点整，王彬一声令下，随即走
出法庭。司机李建波已经启动汽车，在门口
等候。40公里以外的官坡镇竹园村是干警
要去的第一站，需要送达两个案件的传票。

警车行驶在崇山峻岭间。8点40分，道
路狭窄，汽车难以通行，我们只好下车步行
3 公里来到半山腰的李某家，但铁将军把
门。我们沿着羊肠小道在山沟里寻找，走了
1公里遇见一名锄地的老农，询问后得知李
某外出务工，李某的母亲到后山锄地去了。
我们翻过山坳，路上只见庄稼不见人，赵翼
博扯开女高音喊起了李某的名字，果然有一

个老妇应声了。她就是李某的母亲。
李某的母亲听说女婿起诉离婚，满腹怨

恨。经过耐心解释，但她仍拒绝在送达回执
上签字。王彬将法律文书交给李某的母亲，
询问其年龄，并在送达回执上批注了留置送
达的记录。在王彬和李某的母亲交谈时，赵
翼博拍照将其作为留置送达的依据。

此时已是9点50分。竹园村的另一个
案件，因为被告外出家中无人，干警没有能
够送达。

我们到达官坡街时已经10点半了。干
警们到被告张某家，正好发现张某。这已经
是干警第三次上门了。张某在送达回执上
签下名字。原来，张某得知原告起诉后，只
要看到法院的警车到官坡，就出门不归。

官坡镇兰东村离法庭70多公里。在这
个村，干警今天有 14 件借款合同案件的被
告要寻找，直到下午6点，这些案子的31名
被告中，干警只找到17个人。

返回的路上，他们对今天的送达比较满
意。我从和他们的攀谈中了解到，他们有时
候奔波一天也找不到几个当事人。我们回
到法庭已是晚上9点10分了。

赵翼博还得整理当天的卷宗材料，在卷
宗上备注送达结果，以便次日及时通知原告
开庭日期。对没有送达的案件，他们只有再
次送达。

据了解，面对案多人少的困难，他们采
用“三集中”的工作方法解决，即集中送达、
集中开庭、集中宣判。他们一天可以跑几个
乡镇，在汽车不能行驶的山路步行十几里路
寻找当事人。集中开庭时，他们一天开十几
个庭也是常事。多年来，他们扎根山区，兢
兢业业，克服交通不便等困难，常年坚持巡
回下乡办案，现场调处纠纷，将审判法庭搬
到田间地头、农家小院，方便群众诉讼，实现
了审判过程的公开、透明，赢得了辖区群众
的一致好评。2017年，五里川法庭受理民事
案件342件，结案334件，无一起缠诉涉访案
件发生。

夜深了，干警们仍在查阅卷宗、写文书。

7月中旬以来，在济源市沁园街道办事处
沁园社区，一老一小穿警服的汉子顶烈日冒
酷暑，或走街串巷采集人口信息、提醒安全防
范、化解矛盾纠纷；或将群众办好的身份证送
上门，和辖区群众拉家常（如图）。

“老毛，这个小伙子是警务室来的新兵？”
“不是不是。他是我儿子小毛，暑期跟着

我实习呢……”
老毛叫毛立争，是全国劳动模范、济源市

公安局沁园分局社区民警。小毛叫毛念伟，
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读大二。

作为一名片警，毛立争扎根济源人口最
多、治安状况最复杂的沁园社区整整 24 个年
头了。一年365天，他用双脚丈量着1.68平方
公里的社区；24年，用真心服务者3800户父老
乡亲。他先后荣获中国好人、2017 年十大感
动中原年度人物等50项殊荣。

小毛叫毛念伟。受父亲影响，毛念伟从

小崇拜警察。2016年6月，毛念伟以优异成绩
考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入校后以爸爸为榜
样，认真学习、刻苦锻炼，从几百名学生中脱
颖而出，成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特警队一员，
因表现突出于今年 3 月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记个人三等功一次。

今年一放暑假，毛念伟就主动到警务室
协助爸爸工作。眼下正值警务室基础工作标
准地址、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实有单位“一标
三实”集中采集期，父子俩走街串巷挨家挨户
走访，逐店逐铺登记，并结合夏秋季发案规
律，提醒居民商户防火、防盗，把居民办好的

身份证、居住证送上门，和熟人打招呼、促膝
而谈。父子俩结对而行，成了沁园社区一道
亮丽的风景。

父子俩年龄相差 20 多岁，但工作热情一
样高。父亲教儿子如何和群众打交道、如何
让群众满意。儿子则帮助老爸设计了“御驾
庄居委会二维码门牌发放方位图”，教会老爸
利用软件快速采集与警综系统对接。

毛念伟说，近距离跟爸爸学习受益匪浅，
要传承好爸爸的好品德、好精神、好方法，发
奋学习，理论实践相结合，争取早日达到爸爸
的高度。

片警“父子兵”
□河南法制报记者 聂学强/文图

（上接01版）会议强调，要坚持使命引领
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奋力开创我省网信事业
发展新局面。一要强化互联网阵地意识，牢
牢掌握网上主导权。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
治鉴别力，对涉及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
敢于亮剑、坚决斗争，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
力，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维护国家
政治安全。做大做强正面宣传，把牢正确政
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把宣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作为长期政治任务，让理论真正掌握
群众；讲好河南故事，引导广大网民争做出
彩河南人；推进网上宣传理念、内容、形式、
方法、手段等创新，把握好时度效，广泛凝聚
共识。着力打造新型主流媒体，推进媒体融
合发展，打造新媒体矩阵，确保党的媒体始
终牢牢占据信息传播制高点。二要充分发
挥信息化的驱动引领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把信息化建设
融入打好“四张牌”各方面，加快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推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以信息化手段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依托
智能手机产业基础做大做强电子信息产业，

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依托信息技术发
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深化网信军民融合
发展，带动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加快“信息
高速公路”建设，带动提升基础支撑能力。
加快构建智慧化的民生服务和社会治理体
系，带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三要统
筹推进网络安全工作，强化安全意识，提高
防护能力，发展网络安全产业，筑牢网络强
省建设的安全屏障。

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网信工作的领
导，确保网信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各级党委要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坚持党管互
联网，切实加强对网信工作的全面领导，严
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
全工作责任制。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把政治导向、政治原
则、政治要求、政治纪律落实到网信工作中
去，自觉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作为主心骨、定盘星、度量衡，坚决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以干部能力建设为重
点，增强学网用网本领、以网络思维推动改革
创新本领、应对网络舆情本领、网上群众工作

本领、依法治网本领。要以健全体制机制为
关键，统筹谋划、统筹部署、统筹推进，形成责
任明确、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汇聚全社会力
量推进网信工作；完善网信工作领导体制和
网信机构，选好配强各级网信领导干部，打造
忠诚干净担当的网信铁军。

会议就省委、省政府印发的《关于加强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实施意见》和《河
南省建设网络强省实施方案》作了说明，省委
网信办、省发展改革委、郑州市、郑州信大捷安
信息技术公司等作了大会发言，洛阳市、省工
信委、省公安厅、省通信管理局作了书面发言。

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
协有关省级领导，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省辖市市委书记，省直
正厅级单位、中央驻豫有关单位、省管本科
高校、省属文化传媒企业及重点新闻网站等
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当天下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
体学习，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肇雄作
了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
重要思想、奋力谱写网络强国新篇章的专
题报告。

省委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银
保监会日前下发《关于切实加强和
改进保险服务的通知》，要求保险机
构改进保险理赔服务，严格规范保
险销售行为，不得夸大产品功能，不
得虚假承诺，不得诱导误导消费者。

通知明确，保险机构在宣传保
险产品时应与其他性质、类别的金
融产品区分展示，并标明其保险性
质；销售宣传内容要与保险合同条
款一致，不得错误解读监管政策；要
用通俗清晰的语言，准确、全面地向
消费者说明保险产品和服务，重点
突出承保公司、产品类别、保障范
围、保险期限、保险金额、保险费用、
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等可能影响其
决策的信息；加强互联网保险业务
管理，不得违规捆绑销售，不得使用
强制勾选、默认勾选等方式销售。

通知要求，保险机构要简化理
赔手续，减少不必要的理赔材料，推
进小额理赔案件快速处理机制建
设；完善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事
件发生后建立快速理赔通道，主动
排查消费者情况，为消费者提供力
所能及的应急服务。

银保监会发文治理保
险销售误导和理赔难

不得夸大产品功能
不得诱导误导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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