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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新县检察院侦监科干警在审查
办理一起提捕案件过程中，经细心审查、提审
犯罪嫌疑人、走访当地群众，发现一起新县某
乡当地村民涉嫌敲诈勒索的线索，可能涉嫌黑
恶势力犯罪，于是移交公安机关展开侦查。随
着侦查的深入进行，以该乡人大代表、村支书
张天为首的恶势力团伙涉嫌多次犯罪事实渐
渐浮出水面……

2014年7月初的一天，该乡农村信用社经
申报批准，原办公楼拆除重建，张天得知该消
息后，遂召集村民张甲、张乙、张丙等人密谋，
商定由3人以农村信用社重建综合楼占用村
里土地为由索要补偿。第二天，张甲等3人带
领本组村民找到农村信用社负责人李新索要
补偿，李新以农村信用社综合楼地块为国有土
地，办理有土地证为由，不同意补偿。在遭
到拒绝补偿后，张天再次召集张甲等 3 人商
量对策，决定安排村民张丁用车拉大石头堆
放在工地上阻止施工。后张丁拉来 20 多方
大石块，堆放在农村信用社工地内，农村信
用社综合楼在建工程被迫停工。为解决问
题，农村信用社负责人李新找到张天，让其居
中协调，张天满口答应，表面劝解村民不要闹
事，组织双方代表进行调解，背地里却给本组
村民支着，不断向农村信用社施压。后经张
天的撮合，2016 年 3 月初，农村信用社无奈
向张丁所在的村民组支付 20 余万元土地补
偿款，办公楼翻建工程才得以施工。

2017年5月的一天，张天听说村民张华和汪
飞准备将先前购买的老房屋拆除重建时，指使张
甲四处扬言：如果张华和汪飞不给土地补偿费就
不准施工。当天晚上，张华和汪飞提着好烟好酒
来到张天家里，温言温语请求帮忙协调，张天满
口答应，表面上组织双方协商，背地里指使张甲、
张乙等人继续向张华、汪飞施压，并借机索要“辛
苦费”。迫于无奈，张华、汪飞又给张天送了2万
元“感谢费”，请求张天帮忙解决。最后，张天拍

板由张华、汪飞支付张甲、张乙等人土地补偿费
15万元，工程才得以顺利施工。

1994年，村民万海从一村民手中购买了3
间房屋。2016年4月份，万海的儿子万林经乡
政府同意后将原房屋拆除重建。张天听说后，
多次召集张甲、张乙等人开会商议，并以万海
当年购买的仅是房屋，而没有购买村里土地为
由，向万林索要土地补偿费。万林最初不予理
会，张天就指使张甲、张乙等人多次到工地阻
止施工，阻止施工车辆通行。万林迫于无奈，
多次请被告人张天、张甲、张乙等人吃饭协商，
最终被迫交给张甲、张乙等人3万元土地补偿
费，工程才得以顺利施工。

张天等恶势力团伙被公安机关立案后，
新县检察院立即选派两名员额检察官提前介
入侦查，围绕案件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等问
题，采取查阅案卷、与侦查员沟通交流等方
式，与公安机关共同分析研判案件，并积极引
导案件的侦查取证。

该案移送审查逮捕后，该院高度重视，指
定涉恶犯罪检察组专业化、一体化专门办理，
仅用两天就完成了相关的阅卷、讯问、研究汇
报等工作，并针对案件时间跨度大、群众关注
度高以及对犯罪嫌疑人的定性存在分歧等特
点，多次召开案件讨论会慎重研究，综合研判，
全面把握案情，确保在从重从快惩处的同时，
坚守法律底线，把好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
关和法律适用关，做到不枉不纵。

经审查，该院认为以张天为首的恶势力成
员，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
段，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歹，欺压百
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
社会影响，符合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
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规定的“恶
势力”法定条件，其行为涉嫌敲诈勒索犯罪，并
对该恶势力中以张天为首的5名主要成员依
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该案的成功办理，打掉了以张天为首的恶
势力团伙，维护了社会秩序，彰显了该院扎实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坚定决心。据统计，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该院积极依托
检察职能，完善办案机制，强化协作配合，营
造扫黑除恶氛围，不断壮大扫黑除恶声势，
形成强大的打击合力，推动辖区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深入开展，共依法批准逮捕涉恶犯罪
嫌疑人 27人，追加逮捕 5人。

一是依托检察职能严打黑恶势力犯罪。
积极探索完善工作机制，探索建立提前介入侦
查、刑事案件通报、召开联席会议等工作机制，
进一步加大提前介入力度，对重大刑事案件进
行重点侦查引导，并从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审
查起诉的角度，紧扣案件事实和法庭审判所需
的证据材料，提出明确的意见和建议，使公安
机关及时调整侦查方向，进一步补充、完善证
据，切实从源头上提高案件侦查质量，确保依
法快捕快诉。案件批准逮捕后，继续与公安机

关保持密切联系，通过多种途径交流案件疑点
难点，及时掌握案情，统一取证要求，提高办案
效率。同时，积极发挥诉讼监督职能，强化对
刑事案件诉讼和执行全过程监督，通过走访座
谈、下乡宣传、案件审查等，全面发动群众，从
中挖掘、摸排隐藏较深、群众敢怒不敢言、严重
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
线索，深挖细查“案中案”，确保全面打击黑恶
势力犯罪。

二是建立完善专业化办案机制。成立以
检察长为组长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检察长靠前指挥，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稳步
有序进行。建立涉黑恶案件专办机制，由部门
负责人、资深检察官、优秀青年骨干组成专办
组，负责统筹协调，对于重大案件建立临时办
案组，通过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提升办案质
效。同时，建立疑难复杂案件内部讨论和请示
报告制度，对疑难重大和复杂的案件，提交检
委会讨论决定；对定性不准的及时向市检察院
请示汇报，争取指导，确保案件质量。

三是强化协作配合。积极与公安、法院等
有关单位沟通协调，完善办理黑恶案件的会商
机制，对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的疑难复杂问题，
通过案件研讨、联席会议等机制沟通协调，就
案件侦查、起诉、审判涉及的问题形成共识，确
保形成打击合力。

新县检察院检察官提前介入案件

新县检察院检察官下乡摸排黑恶势力
犯罪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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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综合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
通讯员 赵市伟 崔建涛）“我的工程款要
了几年都没有结果，没想到你们仅仅用
了几天就为我讨了回来，谢谢法官，以后
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一定会用法律保护
自己的权益。”8月8日，在许昌市魏都区
法院执行局，拿到执行款的申请人刘某
连声向法官道谢。

2011 年，刘某承包了许昌一家大型
商场的室内装修工程，双方签订了施工
合同书。施工完成后，刘某将该商场正
式交付营业，随后商场委托公司就工程
价款进行了审定。商场以购物卡的形式
向装修公司支付了 5 万元工程款，剩余
968400 元款项一直拖欠未付。2017 年，
因商场拒不支付拖欠的尾款，刘某将其
告上法庭，法院判决其支付上述工程款
及相应利息。

判决生效后，商场不予理会，刘某遂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中，承办法官依
法向商场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和财产报告
令，对方既不主动报告财产状况，也不配
合法院执行工作。随后，承办法官又登门
寻找商场负责人赵某，希望可以敦促其主
动履行，但其员工称赵某在外地，根本见
不到人。法院遂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与此同时，承办法官也通过银行查
询其名下财产，发现该商场在某银行的账
户存款共计 2150万余元，在银行的协助
下，当即冻结了该案标的额资金。

得知账户资金被冻结的第二天，赵某
马上联系执行法官要求协商还款事宜，并承
诺立即筹集资金，将本息127万余元执行款
一次性全部履行，希望法院尽快解封账户。

8月 8日，该商场将执行款打到装修
公司的账户，此案得以执结。

本报济源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聂学
强 通讯员 林丰）“我刚坐上大巴，还没上
高速呢，就被抓了！”8 月 7 日，因涉嫌拒
执犯罪被网上追逃后落网的被执行人丁
某某，在距离家乡 1500 公里的沈阳市某
看守所，一看到押解他回去的济源市法院
执行干警，就开始倾诉这些年在外躲避的
苦水。

丁某某，男，30 岁，济源市北海街道办
事处人。2015 年，因一起民间借贷纠纷被

诉至法院，并被判决限期给付原告成某 50
万元。判决生效后，丁某某为躲避执行跑
到了沈阳，玩起了失踪。后因被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害怕被查的丁某某随
身携带了 3 张不同的身份证，10 多张银行
卡，还买了一本假军官证，试图改头换面
生活。在沈阳的 3 年，他在饭店和洗浴中
心做过服务员、租车跑过滴滴。即便如
此，他还是处处碰壁找不到好工作。特别
是今年因涉嫌拒执被网上追逃后，他的日

子更是难过。8 月 1 日，自感在沈阳已经混
不下去的丁某某，收拾行李坐上大巴，准
备前往青岛打工。没想到，刚到高速路口
就碰见警方盘查，随后落网。得知消息
后，济源市法院随即指派张小科、柴志强、
晋洋洋和任海刚 4 名干警，前往沈阳押
解。经日夜兼程，于 8 月 8 日晚，执行干警
一行人将丁某某押解回济源。

法官提醒：广大被执行人，外逃躲避不是
出路，依法履行才是正道！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杰 实习生
耿红阳 通讯员 李登科 朱倩颖）一笔 842 元
的赔偿款，被执行人声称“我不在乎这区区
800元”，却一躲再躲，躲了 3年仍不愿履行，
最终，她没有躲过强制执行，被郑州市中原
区法院强制扣划。

3年前，15岁的小马骑电动车与同样骑电
动车的卜某（女）发生碰撞，导致小马腿部受
伤。由于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事故发生的经
过，交警部门无法认定事故责任，双方就赔偿
事宜也未达成一致意见。为了维护权益，小马
起诉至郑州市中原区法院。该院经审理认为，
在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况下，双方承担同等

责任，由于小马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车，违反
有关规定，小马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对
损害结果的发生亦有过错，所以相应减轻卜某
的责任。该院最终判决卜某承担事故责任的
30%，赔偿小马817元，并承担诉讼费25元。

该案开庭审理时，卜某无故缺席庭审。
法院作出判决后，卜某推脱责任，并声称“我
不在乎这区区 800元”。无奈，小马在今年 4
月份申请了强制执行。在执行阶段，卜某仍
拒不履行。经过第一次财产查控，该院执行
法官郑奇并没有在卜某的账户中查到可供
执行的财产。于是，郑奇依照规定将卜某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对其采取限制高消

费、限制出入高消费场所等。后经第二次查
控，郑奇发现卜某的银行账户内有 1000 余
元，遂立即对其账户进行了冻结，并成功扣
划 842 元。原来，卜某正计划与母亲一起旅
行，所以转了一笔钱到银行账户，没想到被
法院直接扣划。得知此情况，卜某说：“早知
道法院还有这种办法，我早把钱还了。”8月8
日上午，郑奇向小马发放了执行款。

法官提醒：带有侥幸心理的被执行人，
当“老赖”的法律后果很严重，轻则罚款拘
留，重则构成犯罪，目前法院已布下“天罗地
网”，全力抓捕“老赖”，千万不要自作聪明，
小心聪明反被聪明误。

失信，失信必被限制
拒执，拒执必被追究

拒执50万元 躲到沈阳也没用

842元赔偿款 她躲了3年

多次劝说无效
法院冻结账户

重拳出击 除恶务尽
□河南法制报记者 周惠 通讯员 朱文玉许合军/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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