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12 月初，顾女士向自己名下的
一张借记卡存款时，发现卡内余额少了 7.5
万余元。顾女士马上联系某银行，并拨打
110 报警。后经某银行查询，顾女士的借
记卡在三天前，先后被他人分六次消费 7.5
万余元，消费地点在泰国。顾女士的借记
卡并未开通短信提醒功能，刷卡之时她本

人一直在新乡，她也没有授权他人使用自
己的借记卡。顾女士认为，自己的储蓄卡
被盗刷，某银行有保管不当之责，应当予以
赔偿。顾女士与某银行就赔偿问题不能达
成一致意见，遂起诉至法院，要求某银行向
其赔偿被盗存款 7.5 万余元。一审法院认
定某银行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判决某银行
承担赔偿责任。银行不服一审判决，向新
乡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

新乡市中级法院二审认为，顾女士与
某银行构成储蓄合同关系，双方应按照合
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但某银行作为储蓄
服务的提供者，有义务保障储户的资金安

全，客户的储蓄卡被盗刷说明某银行的服
务系统存在漏洞和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提
升水平，保障储户的资金安全不受任何单
位和个人的侵犯。故法院依照有关法律规
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银行对储蓄的存款具有安
全保障义务，应当加强资金安全管理工
作。普通公众也应重视密码保护、余额变
动情况。一旦发现资金出现异常，应主动
联系银行要求冻结账户并及时报警，保存
相关证据，最大限度地挽回损失。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韦
德涛 刘佳）

账户被冻结 主动来还款
本报讯 一男子向年近八旬的老翁

借钱后不还，被法院冻结账户后主动还
款。2015 年，梁某打算购买货车，但资
金不足，于是找到其父亲的好朋友年近
八旬的麦某借钱。在梁某父亲的口头
担保下，麦某拿出了自己的养老金 1.2
万元借给梁某，双方约定2017年2月底
还清借款。借款到期后，麦某多次要求
梁某还钱都被拒之门外。该案经永城
市法院判决并进入执行阶段后，法院依
法冻结了梁某名下的银行账户，并查封
了梁某的小轿车一辆。近日，在外务工
的梁某发现自己的银行账户被冻结后，
主动联系执行法官，并一次性偿还了麦
某的借款及利息。 （祁飞 崔丹丹）

巧打时间差 突袭抓“老赖”
本报讯 余某从永城市某银行贷款

4 万余元后，经银行多次催要不还。永
城市法院判决余某限期主动履行还款
义务，余某一直躲避执行，甚至关闭手
机。执行干警多次上门，余某避而不
见。经法院调查，余某名下有两套房
产，其妻名下有一部轿车，属于有能力
履行而拒不履行的行为。法院干警决
定打时间差，采取凌晨突袭的方式擒

“老赖”，最终将尚在睡梦中的余某堵在
家中，并将其传唤至法院。日前，余某
被法院处以拘留15日的处罚。

（祁飞 崔丹丹）
执行干警蹲点抓“老赖”

本报讯 周某向其姐夫刘某借款10
万元放在某担保公司，后该担保公司倒
闭，周某的钱全都打了水漂。刘某向周
某追要欠款，周某以无钱为由拒不还
款，刘某将周某诉至正阳县法院。法院
判决周某还钱，但判决生效后，周某却
玩起失踪。近日，执行干警在周某家附
近蹲点，终于在当日 21 时将偷偷回家
准备第二天外出打工的周某抓获。周
某在强大的执行压力下履行了部分还
款义务，剩余欠款与刘某达成和解协
议。 （徐翔 王豪娟）

家门口被抓“老赖”嫌丢人忙履行
本报讯 2017 年 5 月，余某与武某

经正阳县法院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婚
生子由余某抚养，武某应向余某支付子
女抚养费 61258 元。判决生效后，武某
不愿履行抚养义务。2018年 1月，余某
申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执行干警多
次传唤武某，武某拒不到庭。近日，执
行干警得到线索，称被执行人武某在其
家门口下棋，便迅速赶到现场将武某抓
获。抓捕现场引来多人围观，武某感觉
很丢人，当即同意履行全部义务。

（徐翔 王豪娟）
朋友借款不还 法院执行促履行
本报讯 岳某申请执行郭某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上蔡县法院依法向被执行
人郭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限制消费令，但郭某无动于衷。执
行法官再三督促郭某履行义务，其以

“手头紧，在深圳务工”为由，一再推
诿。经查，郭某名下无财产。

近日，执行干警将郭某传唤至法
院，并对其析法明理，告知其不履行义
务的不利后果，但郭某态度蛮横，仍拒
不配合执行。法院遂决定依法对郭某
采取拘留措施。

直到见到了拘留通知书后，郭某这
才慌了神，表示愿意还款，“朋友正在送
钱来的路上”。后经协商，双方达成和
解协议。郭某当场偿还岳某借款 1 万
元，余款 1.4 万元由其朋友李某担保尽
快履行完毕。 （张高顺 张艺琼）
加强警示教育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本报讯 日前，范县检察院组织全
体干警观看了警示教育节目——焦点
访谈《让制度“长牙”，让纪律“带电”》，
让干警们认识到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要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巩固发展执纪必
严、违纪必究的常态化成果，“让制度

‘长牙’，让纪律‘带电’”。（于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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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封丘县公安局网监大队周密摸
排，循线追踪，一举抓获一名被长垣警方上
网追逃的犯罪嫌疑人。目前，该网上在逃犯
罪嫌疑人已被移交办案单位。

张进昌摄影报道

本报讯 学生在校期间因违反学校
纪律被老师批评教育，这本是很正常
的事，但汝阳县一学生家长得知儿子
被老师批评后，竟迁怒于与其儿子一
同违反学校纪律的男同学，跑到学校
对该男同学大打出手。汝阳警方在
调查后，依法对该学生家长卢某处以
行政拘留 10日，罚款 1000元的处罚。

10 月 15 日，汝阳县公安局内埠派
出所接内埠实验初中学生杨某的家长
报警，称自己的儿子杨某在学校宿舍
内，被另一名学生家长卢某殴打受伤，
目前在医院住院治疗。因这起治安案
件涉及伤害未成年在校学生，接警后

内埠派出所高度重视，立即安排民警
对被打学生以及在场人员进行调查
取证。经过一番紧张、有序的工作，民
警查明，内埠实验初中在校生卢某祥因
违反学校纪律被老师叫家长，其父亲卢
某到学校后，情绪激动，迁怒于跟卢某
祥一起违反纪律的学生杨某，遂朝杨某
脸上扇了几巴掌，造成杨某面部受伤。

在查明事实后，民警依法对违法
行为人卢某进行传唤、讯问，卢某对
其殴打在校学生杨某的违法事实供
认不讳，汝阳县公安机关遂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之规
定，作出上述处罚决定。（刘照璞）

本报讯 检察机关全面开展行政公益
诉讼以来，镇平县检察院始终按照最高检
和省检察院的安排部署，认真开展公益诉
讼工作。

重视线索摸排和储备情况。该院以
省环保督察组开展督察为契机，主动出
击，扩大案源，共摸排案件线索 15 条，其
中涉及环境资源类案件线索 10 条，涉及
国有资产类案件线索 2 条。该院组织专
人及时获取环保督察组受理的案件线索，
从中筛选出有价值的公益诉讼案件线

索。该院还通过调取国土、林业等部门 12
份环境资源评估、调查和鉴定报告，从中
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该院还横向加
强侦查监督局、公诉局等内设机构的联系
和协同配合，注意发现和收集行政公益诉
讼案件线索，及时跟踪监督整改结果。

利用高科技取证。该院在全省检察机
关较早采用无人机拍摄画面取证，在及时
固定证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向高科
技要战斗力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大大提
升了行政公益诉讼取证的科技含量。

召开联席会和协调会。该院邀请县农
业局、国土资源局等 12 个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召开全县行政公益诉讼工作联席会议，
进行广泛深入的座谈交流，进一步扩大案
件线索来源渠道；联合县林业局、县森林
公安局等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召开林业
生态损害修复赔偿工作协调会，共同研究
解决盗伐、滥伐林木等刑事犯罪造成生态
环境受损后，办案单位或行政职能部门如
何督促相关责任人履行生态修复义务等
问题。 （李丰翠 武国平）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亚
洲 通讯员 刘新华）10 月 30 日上午，平顶山
市湛河区曹镇乡举行“湛河区监察委员会派
出曹镇乡监察室”揭牌仪式，湛河区委常委、
纪委书记、监察委主任盛少飞参加仪式并揭
牌。当天上午，该区其余9个街道也同时举
行了派出监察工作办公室揭牌仪式，这标志
着该区监察体制改革向基层延伸又迈出了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键性一步。

根据该区纪委监察委出台的《湛河区监
察委员会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工作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规定，该区监委向所辖乡
派出监察室、向所辖街道派出监察工作办公
室，赋予一定的监察权限；各派出监察机构
与乡（街道）纪委合署办公，接受区监委的领
导和监督，履行对基层所有行使公权力人员
的监察职能。

《方案》要求，各乡（街道）监察机构要进
一步创新监督方式、拓宽监督渠道、延伸监
督触角，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监察全覆盖，充分发挥“前哨站”的作用；明
确其职责权限，可以对基层公职人员依法履

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及道德操守情
况、开展或参与对涉嫌贪污贿赂等职务违法
行为进行调查，可根据工作需要作出政务处
分建议、问责建议、加强监察工作建议；开展
正风反腐宣传教育，强化监察对象依法从
政、廉政勤政意识等。

据了解，该区各派出监察机构挂牌后，
全区68个村、32个社区将聘请监察联络员，
协助各派出监察机构及时发现涉嫌贪腐谋
私、侵害群众利益等违纪违法问题，切实打
通基层监察“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多谢检察官和管教警官催促
我缴纳罚金，让我可以提前和家人见面
了。”10 月 26 日，省豫东监狱服刑人员张某
接到法院的假释裁决后，向豫东监狱管教
干警和驻狱检察官表示感谢。

张某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 4 年，2019 年 10 月方能刑满释
放。服刑期间，张某认罪悔罪，积极改造，
被评为优秀服刑人员，符合假释条件可以
提前一年释放。但是由于原判决罚金 5 万
元没有缴纳，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拟对其
作出不予假释决定。驻狱检察官和管教干

警对其讲明不缴纳罚金的后果与危害。张
某愕然：“我以前认为蹲了监狱就不用再缴
纳罚金。现在我明白，罚金也是罪犯必须
履行的义务。”随后，张某积极与家人联系，
把 5万元罚金一次缴清。

近两年来，商丘市睢阳区检察院对豫
东监狱监管过程中，强化对服刑人员财产
刑执行的监督，对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财
产刑的服刑人员减刑、假释从严掌握，通过
日常检查、重点检查、谈话教育等形式，认
真核查服刑人员财产刑执行的基本情况、
狱内消费情况、家庭经济情况，综合判定服

刑人员财产刑履行能力，对有财产履行能
力而不履行的服刑人员，从严掌握该类罪
犯的减刑幅度，使其认识到积极履行财产
刑是体现认罪悔罪的表现，是获得减刑的
重要条件之一，鼓励服刑人员积极履行财
产刑。以往服刑人员思想中存在的“判了
不罚，罚了不判”的错误认识被彻底改变。

如今豫东监狱服刑人员都争取主动
缴纳罚金，以利于获得减刑假释机会。
据统计，在 2018 年豫东监狱前两次减刑
假释中，服刑罪犯就主动缴纳罚金 116 万
余元。 （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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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卡被盗刷 银行未尽安全义务担责

平顶山市湛河区设立乡（街道）派出监察机构

商丘市睢阳区检察院：加强监督促进服刑人员财产刑执行

镇平县检察院：多措并举开展公益诉讼工作

家长校内殴打别人孩子被行政拘留

本人在国内，储蓄卡却“出国”消费？
新乡市的顾女士遭遇储蓄卡被盗刷后，依
法将某银行诉至法院，新乡市中级法院二
审判决银行承担赔偿责任。

推动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