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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
亚洲 通讯员 叶子豪）日前，郏县法院召开

“冬季攻坚”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该院专
职审委会委员、执行局局长刘晓军向社会
各界通报了专项行动的开展情况。

据刘晓军介绍，在专项行动中，该院

因案制宜采取执行措施，对长期躲避执行
的行为，通过张贴公告、传票等方式促使
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对被执行人暂无履行
能力的案件，采取分期付款、提供担保等
措施，确保申请人权益逐步实现；对被执
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的案件，果断

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截至目前，该院在专项行动中共执结

案件90件，执行到位标的额377.6万余元，
集中行动4次，出动警力60余人次、警车10
余次，搜查被执行人住所 20余次，扣押车
辆2台，拘传被执行人18人，拘留13人。

冬季攻坚 让“老赖”无处遁形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
亚洲 通讯员徐浩元）12月8日，星期六，平
顶山市卫东区法院院内警灯闪烁，根据

“冬季攻坚”专项行动安排部署，该院再次
发力，开展集中执行行动。

6时30分，该院执行干警已集结完毕，
整装待发，该院副院长刘沛、执行局局长周

刚作简单动员后，执行干警迅速登上 6辆
警车，兵分6路前往目的地实施拘传行动，
让长期隐匿行踪的“老赖”们措手不及。

为确保执行质效，执行干警提前摸
排案情，有效掌握相关案件被执行人活
动情况，对发现的被执行人立即督促履
行，将拒不履行者带回法院作进一步调

查或者采取司法拘留措施。
截至当天 11 时，该院共拘传被执行

人 13 名，拘留被执行人 1 名，其中 3 人当
场履行债务，有效促成 3 件案件顺利执
结，金额 10余万元，5起案件达成执行和
解协议，涉及分期履行金额 100 余万元，
行动取得显著效果。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
亚洲 通讯员 崔昭 徐巧巧）12月 7日上午
8时30分，平顶山市湛河区法院20余名执
行干警集合完毕，该院执行局局长马众庆
说明行动内容，讲明纪律规定后，执行干
警迅速出发。此次行动邀请了两位市人
大代表共同见证，平顶山电视台记者全程

跟踪报道。
执行干警首先来到曹镇乡。在该乡

五虎刘村，执行干警找到了被执行人刘
某，刘某欠申请执行人款项 22万元，在调
解协议生效后一直未履行。随后，执行
干警又到曹镇乡宋寨村、河岸李村、吉
村、曹西村等地上门查找被执行人。 11

时 40 分许，执行干警在位于开源路南段
的某医院，找到了被执行人张某，并将其
依法拘留。张某欠申请执行人 13.1 万
元，执行和解后陆续清偿了 7.4 万元，余
款未再偿还。

当天，该院共传唤被执行人 7 人，执
结案件15件，执行案款175万余元。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
亚洲 通讯员 唐晓燕）12月8日，舞钢市法
院为贯彻落实“冬季攻坚”专项行动部署，
在警灯闪烁中再次开展集中执行行动。

当日7时30分，该院常务副院长杨新

光担任总指挥，其他院领导分别担任 4个
小组的组长、副组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见证监督，舞钢市电视台跟踪报道，舞钢
市电视台新媒体平台“舞钢手机台”进行
网络直播。执行局局长杨红波简单动员

后，63名干警、11辆警车、2辆公务用车及
3辆其他用车出动，前往目的地展开行动。

当日，舞钢市法院共拘留 20 名被执
行人，涉案标的额 708.82万元，8912人观
看网络直播。

卫东区法院 拘传13名“老赖”

湛河区法院 一天执行到位175万余元

郏县法院 执结案件90件

舞钢市法院 拘留20名被执行人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
亚洲 通讯员 牛彩）日前，豫南 6 市公诉业
务评析会在平顶山召开，省检察院公诉处
及漯河、南阳、信阳、周口、驻马店、平顶山
6 市检察院公诉部门负责人参加。平顶
山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侯民义到会
并致辞。

会上播放了平顶山市检察院拍摄的
《为了公平和正义——平顶山市检察机关
依法规范适用相对不起诉工作机制的思

考、回顾与展望》电视专题片，详细介绍了
2015 年以来平顶山市检察机关探索的相
对不起诉非刑罚处罚机制、相对不起诉与
社区矫正相衔接机制、相对不起诉认罪认
罚从宽工作机制、律师参与相对不起诉工
作机制、相对不起诉帮扶教育社会综治工
作机制的运行情况及成效，受到了与会人
员一致的肯定和认可。

会议回顾了前 11个月豫南 6市的公诉
工作情况，分析了当前公诉工作中存在的

4 大短板和问题，提出了在刑诉法修改形
势、应对转型发展新要求下，精准发力提
升公诉水平的具体措施。

会议要求，要充分发挥审前主导作
用，在转型发展中强化诉权；要构建系统
化监督新格局，在双赢、多赢、共赢中做强
监督；要持续强化庭前审查，全面提升办
案质效；要围绕服务大局，为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司法保障；要紧盯“四有一少”目
标，推进专业化公诉队伍建设。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亚
洲 通讯员 范晓娜）8 月底，在省检察院、平
顶山市检察院的统一联网调试下，汝州市
检察院集远程提审、远程开庭、远程送达、
检察工作网于一体的“三远一网”项目顺利
通过省检察院验收。目前，该院已通过远
程提审办理案件 21件 32人次，远程出庭支
持公诉 5 件 8 人次，办案时间大大缩短，办
案效率迅速提升。日前，平顶山市检察机
关“三远一网”工作推进会在该院召开，各
县（市、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到该院观摩
学习和交流。

该院认真贯彻落实省、市检察院“智慧
检务”工作部署，充分发挥全省“智慧检务”
试点单位示范引领作用，坚持实战实效实
用原则，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该院成立了
以检察长为组长的“智慧检务”建设领导小
组，领导小组深入调研、学习先进、多方论
证、合理规划，克服解决各种实际困难。各
部门分工负责，成功改造了远程出庭室、远
程提审室、看守所远程提审室，建设了法警
送达室，升级了机房的软、硬件。

聚焦案多人少的矛盾，该院始终坚持
以业务需求为主导，加强对“三远一网”的
运用，让数据多跑路，让检察官把主要精力
用在办案上。该院领导主动协调汝州市法
院、公安局、看守所，推动应用实质化，让智
慧办案新模式真正“管用、好用、爱用”。同
时，为了规范应用机制，该院制定了《汝州
市人民检察院远程视频提审工作细则（试
行）》和《汝州市人民检察院远程视频庭审
工作细则（试行）》，规范了远程提审适用范
围、工作流程、职责分工等工作流程，发挥
了信息技术对检察业务的支撑、辅助作用，
实现了检察干警从“要我用”到“我要用”的
观念转变。

豫南6市公诉业务评析会在平顶山召开

在转型发展中强化诉权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亚
洲 通讯员 常延超 郭颖）为了守护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近日，平顶山市新华区检察
院侦查监督局提前介入，引导侦查，配合平
顶山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平顶山市新城区
食药监局破获一起重大生产销售假酒案，
查扣的成品假冒酒涉及茅台、五粮液、白云
边、洋河、宝丰等17个品种。

近年来，该院认真贯彻落实省检察院
关于“破坏资源环境和危害食品药品安全
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的工作要求，充分
发挥监督职能，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行
为，解决群众身边的食品安全问题。

2018年年初，新华区检察院采取“223”
工作法，打造“刑事立案与行政执法直通
车”，成立两法衔接办公室，制定两法衔接
工作实施细则，在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
法机关之间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建立案件
移送及侦查监督的快速通道，实现行政执
法与刑事司法的无缝衔接。

今年 6月份，该院两法衔接办公室干警
在基层走访时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辖区
制售假酒，该院及时将案件线索移交新城
公安分局，并启动提前介入程序，与新城区
食药监局成立联合调查组，多次召开案件
分析协调会议，共同商定案件侦破方案，跟
进案件进展，引导侦查。经过4个多月的调
查取证，干警摸清了制假售假网络相关人
员的活动轨迹、落脚点和加工、仓储场地
等，以李某、王某为首的制售假冒白酒犯罪
团伙也随之浮出水面。

10月 31日，新城公安分局兵分 5路，在
新城区、新华区、湛河区、鲁山县等地同时
收网，捣毁生产窝点 1 处，查封储存仓库 4
处，搜查销售网点10余家，现场查扣假冒品
牌白酒 800 多箱，价值 30 余万元。当场抓
获李某、王某两名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当
日对二人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12 月 5
日，新华区检察院对二人依法批准逮捕。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日前，宝丰县法院开展了“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升审判质效”主题党
日活动，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
词。各支部组织缴纳了党费，并围绕“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升审判质效”主
题展开讨论。

通讯员董媛媛摄影报道

▶12月11日下午，舞钢市检察院检
察长韩跃武以“抓纪律、严管理、强作风”
为主题给全院干警讲了一堂生动的党
课，从司法体制改革入手，讲述了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检察干警，应如何讲党性、
重品行、讲纪律，做好新时代检察工作。

通讯员王童 摄影报道

▲12 月 11 日上午，
平顶山市石龙区公共法
律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为
一名被欠薪的工人办理
法律援助手续。今年以
来，该中心已受理法援
案 件 334 件 ，结 案 212
件，帮助申请人挽回经
济损失近60万元。

通讯员 张鸿雨 摄影
报道

“三远一网”
提升办案效率

提前介入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