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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
记者 胡斌 通讯员 王保国）为
打造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
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政
法队伍，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日前，鄢陵县委政法
委在全县政法系统全面启动
政法队伍突出问题集中整顿
活动。

“开展政法队伍突出问题
集中整顿活动，是推动政法干
警公正廉洁执法的需要，是把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引向深入、
务求实效的需要。政法各部
门一定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
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
的要求，敢于动真碰硬，锐意
改革创新，加强正规化、专业
化、职业化建设。”鄢陵县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陈长宏说。

该活动自 9 月初开始至
12 月底结束，分为组织发动、
查摆问题、集中整顿、巩固提
高 4 个阶段进行，旨在解决政
法队伍中普遍存在和群众反
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重点是整
顿部分政法干警政治建设不
力，对上级决策部署传达贯彻
执行不重视、不及时，打折扣、
搞变通等问题；整顿少数政法
干警公正执法、执法为民意识
淡薄，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等
问题；整顿少数政法干警宗旨
意识、为民意识不强，“门难
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
执法不文明、不规范，工作效
率低、服务质量差等问题；整
顿少数政法干警缺乏敬业精
神，不敢担当作为，遇到问题
绕道走，不敢动真碰硬，回避
群众关心的热点、焦点、难点、
不作为等问题；整顿领导班子
监督管理不力，不能认真履行

“一岗双责”，对干部管理失之
于宽，导致少数政法干警组织
纪律性差，“四风”问题隐于地
下、变通变异等问题。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 通讯员
祁继峰）9月 22日，首次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
考试客观题考试正式开考。许昌市共有1104名
考生报名参考，创该市考生人数历史新高。

今年是国家司法考试调整为国家统一法
律职业资格考试的第一年，不只是法官、检察
官、律师、公证员需要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
资格考试，政府部门中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
核、行政复议、行政裁决的人员，以及法律顾
问、仲裁员（法律类）也需要参加并通过这场
考试。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共分两个阶段
进行，第一阶段是客观题考试。今年，许昌市将
考点设在许昌学院，共设置了 17 个考场。考试
期间，该市在考点布置了 4 辆移动发电车，并为

每个考场连接了UPS不间断电源，同时协调了3
名技术人员对考点网络进行监测、维修、维护，
确保考试期间电力供应，以及网络畅通和信息
安全。

为严肃考风考纪，确保考试公平公正，考
点使用金属探测仪、无线电车监测、屏蔽干
扰，为每位考生配备水笔、草稿纸等考试用
具，并启用了人脸识别系统，并在所有考试机
屏幕上粘贴防窥膜，在每个考场前后分别安
装了 2 个摄像头，实现 360 度无死角监测，有效
防止替考、利用无线电高科技设备作弊现象
的发生。

据了解，只有通过客观题考试，考生才可以
报名参加第二阶段的主观题考试。主观题考试
于 10 月 20 日举行，采取纸笔考试方式。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 通讯
员 朱迪）“谢谢你们，帮我解决了出行问题。”
日前，申请人李某门前道路问题得到解决后，
对许昌市建安区法院执行法官连连称赞。

李某与张某本是前后邻居，张某在规
划道路上栽种了 7 棵杨树，还在李某家门
旁挖了一个粪池，不仅影响李某一家的
出行，而且影响环境。

李某将张某诉至建安区法院灵井
法庭，法院判决张某将李某门前一侧
通往东西大街道路旁栽种的所有树
木和所建的粪池等附属物清除干
净。张某拒绝履行，案件转入执
行阶段。

该院执行局局长李建杰
最终协调一辆铲车，将张某

门 前 道 路 进 行 了 整 体 填
铺，不仅解决了粪池的掩

盖 问 题 ，又 硬 化 了 道
路，方便了出行。案

件最终得以圆满解
决，村民连连称

赞。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
斌 通讯员 崔佳）近日，襄城县法院执
行干警迅速出击，当街将一名故意规
避执行的“老赖”拘传回法院，经过承
办法官的耐心劝说，其态度依然嚣张，
随后被依法采取强制拘留措施。

据了解，该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
被执行人姚某某拒不配合法院执行，
总是拒接执行法官电话，执行干警多
次到其家中寻找未果，案件执行陷入
僵局。近日，申请人张某某发现“失
踪”多时的被执行人姚某某出现在山
头店镇的集会上，随即打电话给襄城
县法院案件承办法官马帅民。马帅民
立即组织干警奔赴现场，当街堵住被
执行人姚某某。姚某某被带回法院
后，仍不听劝说。为维护法律尊严，该
院决定对姚某某实施司法拘留措施。

“我们将进一步调查姚某某的财
产状况，拟追究其拒不执行判决的刑
事责任。”该院执行局局长陈京伟说。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 通
讯员 赵市伟 焦元豪）日前，许昌市魏都区法
院联合许昌市公安局魏都分局、魏都区检察
院召开了“依法打击拒执罪”新闻发布会。发
布会由魏都区法院政治处主任卜景丽主持，
副院长李国增发布了新闻，刑事审判庭庭长
吴正勤回答了记者提问。

今年以来，魏都区法院共受理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20件，目前已有15人因履行了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自诉人依法向法院撤
回了自诉申请。也有个别被告人因始终抗拒
执行、不思悔改而被判处实刑。这充分体现了
法院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彰显了重在推动执
行、重在预防教育的刑罚适用目的，为构建社
会诚信体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前，‘基本解决执行难’已经进入决战
决胜的关键时期，我们会继续保持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和敢于担当的精神，严厉打击拒执
犯罪，为确保如期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
场硬仗扫清障碍！”魏都区法院副院长李国
增表示。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
斌 通讯员 吕海龙）9 月 17 日下午，禹
州市法院召开“打击拒执罪”新闻发布
会。会上，该院执行局局长王超介绍
了该院打击拒执犯罪工作开展情况，
并公布了 4 起打击拒执典型案件和 4
起执行不能典型案件。新闻发布会由
该院政治处主任陈红钧主持。

王超介绍，2018年作为“基本解决
执行难”的决战决胜之年，禹州市法院
攻坚克难，把打击拒执犯罪作为推进

“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一个重要抓
手，先后依法追究 20 名“老赖”的刑事
责任。

在通报典型案件时，王超介绍了
“执行不能”与“执行难”的区别，表示
对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逃避执行
的被执行人，禹州市法院将持续加大
打击力度，突出执行强制性，保持打击
拒执犯罪的高压态势，形成对拒执行
为的强大威慑。

“襄城县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巡回法庭，现在宣布开庭……”随着法槌敲响的声
音，9月14日上午，一场别开生面的庭审在襄城县斌英中学礼堂内正式开始，300
多名学生零距离观看了庭审。“将法庭带进校园是一种很好的普法教育形式，真
实、直观、震撼，能够带给学生比较强的警示教育。”一位旁听的老师表示。

河南法制报记者胡斌 通讯员崔佳 樊高峰摄影报道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
报记者 胡斌 通讯员 张利耸

杨亚菲 赵市伟)为扎实推进许
昌市两级法院以案促改工作向

纵深发展，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
线，9 月 14 日，许昌市中级法院组

织两级法院员额法官赴河南省第三
监狱接受警示教育。

该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朱建英，
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张军带队，该院全

体员额法官和魏都区法院、襄城县法院
等 6 个基层法院部分员额法官参加了此
次活动。

法官们依次参观了服刑人员的宿舍、生
产车间、食堂等场所，并在监狱礼堂听取了两
名职务犯罪人员的忏悔发言。服刑人员现身
说法，以自己的惨痛经历和教训，给法官们讲
述了自己在金钱利益面前人生观、价值观偏离
航道，逐步走向犯罪，从领导干部蜕变为腐败分
子的过程。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使法官们在深刻
的反思中，心灵上受到了震撼，思想上得到了教
育，更提醒大家要增强党性、廉洁自律、拒腐防
变，进一步转变作风，不踩纪律红线、不碰法律高
压线，切实做到“司法为民、务实清廉”。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 通讯员 赵
俊娟）“不用排队等候，操作方便快捷，仅用3分钟，
不但回答了我的法律咨询，连法律文书都给我打印
出来了！”9月10日，许昌市建安区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前来咨询相关法律问题的李某使用智能化法律
服务自助平台后惊叹地说。

为给群众进一步提供便捷高效的法律服务，今
年6月份，许昌市建安区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建成并投入使用，300多平方米的办公面积，设立
了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综合接待、公证
服务窗口，并配备智慧机器人等新设备，为群众提
供自助法律服务。“智慧网络平台”已具有法律咨
询机器人、智能法律文书、法律服务机构查询等
10多项服务功能。

李某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利用智慧机器
人，获得了一份针对自己问题的法律分析和
意见指南，整个过程只用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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