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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位于鹤壁市区至浚县快速
通道黄金地段的白寺乡刘皮洼村，各项事
业停滞不前，各种矛盾积累，群众脱贫致
富似乎遥遥无期。村两委干部走马灯似的
调换，最后连村支部书记都选不出来；上访、
围访时有发生，被县、乡确定为软弱涣散村；
国家的各项扶持政策难以落实，陷入“越闹
越乱，越乱越穷”的怪圈……

2017 年，全省脱贫攻坚战打响后，浚
县检察院检察官、善堂镇杨村扶贫队员柴
相杰有主见，敢担当，被评为“河南省脱贫
攻坚先进个人”。同年底，县委组织部选
派柴相杰为驻白寺乡刘皮洼村第一书
记。在他的带动下，软弱涣散的刘皮洼村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刘皮洼村有了主心骨
2017 年 11 月 28 日，浚县检察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刘波把柴相杰送到了刘皮
洼村。

“柴书记，俺村长期落后，就是因为没
有主心骨，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支部。”
一名老党员村民对柴相杰说。入村工作
的第一天,柴相杰就带着这份托付，以身
作则，努力发挥主心骨的作用。

要想跟上发展步伐，就必须引导群众
改变小农意识、家族观念。“一盘散沙软弱
无力，结为砂轮就无坚不摧。”柴相杰摆事
实，举例子，讲道理。他在党员会、村民代
表会上讲，挨家挨户讲，对重点户不厌其
烦地讲。渐渐地，村民们觉得村里有了主
心骨，自己也有了方向，有了奔头。柴相
杰逐户化解矛盾，号召村民搁置争议向前

看，一心一意谋发展。
今年 4 月，村两委换届选举，该村顺利

选出 3 名支部委员和 2 名村委委员。两委
班子组建后，柴相杰以“党徽亮起来 脱贫
动起来”活动为抓手，组织支部带头开展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党章活动，还
把刘波请来上了一堂以“增强党性凝聚合
力，廉洁从政服务群众”为主题的党课。

“建立健全村支部，在刘皮洼村是件大
事。检察院的同志运用法治思维，运用检
察工作中的‘枫桥经验’，消除了乡党委的
一块‘心病’。”白寺乡党委书记郭志忠说。

让废沟荒林变成“致富
水”和“摇钱树”

在刚入村的两个月里，柴相杰访遍了
村组所有农户，走遍了全村每一片土地。
他带领村两委，立足村子的区位优势，结
合“美丽乡村”建设、国家现代农业发展
规划和“乡村振兴”工程，为刘皮洼村勾
画了发展蓝图：挖掘历史底蕴，筹建王越
文化园；整修村西废弃水库沟渠，引进附
近水源，打造水上樱花观赏园；启用原有
的基础尚好的近 70 个果蔬大棚，建设果
蔬采摘园……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目前，外
出务工的刘皮洼村村民李廷学已返乡创
业，开始清理承包水库中的杂草，计划明
年开春在水库两侧种植万株樱花和数百
亩早熟瓜果，用于游客观光采摘；村民刘
文海经营的千亩苗木和 69 个蔬菜大棚开
始对外招商，有意向的投资者纷至沓来。

部分有刘皮洼村籍的外出人员看到村子
的变化，表达出回乡创业的强烈愿望。

志智双扶 后劲勃发
1990 年出生的贫困户李某琴，小学毕

业后突患疾病，长年卧床，肌肉萎缩，失去
自理能力，靠其家人照顾。柴相杰和帮扶
队员咨询医疗专家，与医院协商制订治疗
方案，通过募捐为其筹措部分资金。最
终，李某琴在社会各界的关心下完成了手
术，如今已经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行走。
为助其彻底走出贫困，帮扶队员安排她在
残联帮助下接受培训，并和北京一家软件
公司签订了电商工作合约。现在，李某琴
每月有近 2000 元的收入，这个饱经磨难的
女孩渐渐走出了阴霾……

李某琴的脱贫让柴相杰受到启发：让
全体留守村民足不出户实现脱贫致富愿
望不是梦。他向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
局反映情况，介绍刘皮洼村的区位优势、
基础设施和产业特色，邀请知名职业培训
学校入村培训电子商务人才，第一批培训
便吸引了近 60 名村民，效果受到广泛认
可。经过考察，该培训学校与相关部门签
订协议，准备在刘皮洼村建设“互联网+”
创业培训实践基地，将培训对象向全乡、
全县辐射。培训学校针对农村贫困户定
制培训学习帮扶套餐，有文化基础的村民
培训后优先就业，对丧失就业能力的村
民，建立帮带小组，帮助其增收脱贫。

在以柴相杰为代表的帮扶队员的努
力下，如今，刘皮洼村的脱贫路越来越
宽广……

村民脱贫路上的主心骨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牛长涛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
杰 通讯员 申相勋 高宁）12 月 6 日，淇
县政协主席秦滨清一行来到淇县法院
调研民事执行工作，实地查看了该院铁
西法庭、诉讼服务中心、执行指挥中心
的工作情况。随后，一行人召开座谈
会，该院党组书记苗青，党组副书记、副
院长李培忠等人参加座谈。座谈会由
县政协副主席王德明主持。

座谈会上，李培忠从法院 2018 年执
行工作总体情况、主要做法、取得的成
效、存在的困难和不足、下一步工作计
划等方面就法院执行工作进行了专项
汇报。苗青作补充说明。各政协委员

围绕如何消除干预执行、规避执行现
象，加强司法网络拍卖工作等方面提出
了建议。

秦滨清对近年来淇县法院各项工
作特别是执行工作的成绩给予肯定。
他提出，今后要继续加强队伍建设，树
立良好的法院干警队伍形象，建设一支
人民群众可以信赖的法官队伍；要扎实
开展岗位练兵，提高法院干警业务素
质，推动法院整体形象和司法公信力提
升；要创新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不
断研究探索法院工作新机制，解决案多
人少的矛盾；要积极打好执行攻坚战，
为建设诚信社会作出贡献。

探索新机制 消除干预执行现象
淇县政协主席调研法院执行工作

本报鹤壁讯 12 月 5 日一
早，鹤壁市公安局山城分局长
风派出所值班民警接到指挥
中心指令：有人报警称在辖区
某宾馆被人殴打。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
场，将 6名未成年男女带至派
出所。经过 11个小时的调查
取证，其中 5名违法行为人对
殴打另一名未成年人的事实
供认不讳。考虑到涉案人员
均是未成年人，民警依法对 5
名违法行为人作出不执行行
政拘留的处罚，同时对 5人进
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防止此
类事件再次发生。 （暴珂）

连日来，鹤壁市鹤山区
检察院在鹤山区街道、社
区、村庄以及中北文化广场
等场所开展了丰富多彩的
宪法和法治宣传活动，受到
群众欢迎。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池青翠 摄影报道 本报鹤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

杰 通讯员 董松威）12月5日，鹤壁迎来
了入冬第一场雪。淇县法院执行干警
冒雪执行，用实际行动温暖了申请执行
人的心。

当日 11 时，该院执行局局长刘俊
英一声令下，18 名执行干警乘 5 辆警
车，分别前往淇县较为偏远的高村镇、
庙口镇、黄洞乡寻找、传唤被执行人。

雪地里，执行干警小心地驾车前
行。不少被执行人住在村里，道路湿
滑，门牌号码标识不清，寻找难度大。
执行干警积极联系申请执行人，在他们
的协助下，将多名被执行人堵在家中。
被执行人怎么也没想到，大雪天、午休
时间，执行干警仍然不停歇。被执行人
王某的父母看到执行干警身上的白雪、
双脚上的泥，深有感触，当场代替王某
履行了全部义务，但仍有部分被执行人
躲避执行。执行干警事先接到申请执
行人李某的电话，确定被执行人栗某在
家。执行干警赶到栗某的住所时，发现
家中无人，但电视正在播放节目。经过
一番波折，执行干警终于在床肚里找到
了栗某。

截至当日17时，执行干警共查找被
执行人17名，7起执行案件取得突破性
进展，执结案件3起，执行到位11万元。

淇县法院
冒雪执行不停歇

本报鹤壁讯 12月 10日，鹤壁市鹤
山区法院召开 2018年基本解决执行难
新闻发布会。鹤山区委宣传部、人民陪
审员及群众代表应邀出席发布会。

发布会上，鹤山区法院党组成员、
执行局局长张晋邦担任新闻发言人，通
报了 2016年以来鹤山区法院基本解决
执行难工作情况。2016 年，该院共收
执行案件392件，结案率 76.8%，执行到
位标的额 2173.46 万元；2017 年，该院
共收执行案件 534 件，较 2016 年增长
36.22%，结案 416件，结案率 77.9 %，执
行到位标的额 3964.32万元，保全到位
标的额 440.35万元；2018年 1至 10月，
该院共受理执行案件678件，同比增长
79.79%，结案599件，结案率88.3%，同比
增长 15 %，执行到位标的额 2155.1238
万元，保全到位3489.48万元。

发布会后，张晋邦就群众代表提出
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梁亚云）

鹤壁市鹤山区法院
发布会通报执行工作

批评教育
挽救未成年
违法行为人

本报鹤壁讯 12 月 3 日，鹤壁市司
法局邀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法
委、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部门代表
以及办事处、社区工作人员，群众代表
和离退休党员干部共 18 人参加市监
狱开放日活动。

在监狱民警引导下，来访人员实地
参观了服刑人员生活、学习、劳动现场，
走访了监舍、食堂、会见室等场所。该
监狱监狱长向来访人员讲解了监狱发
展历程、技防设施建设现状，介绍了监
狱规范化管理、会见窗口建设和服刑人
员生活卫生保障情况，集中展示了监狱
在法治教育、传统文化、技能培训等方
面的教育成果，展现了监狱民警良好的
素质形象和精神风貌。

“要不是亲眼所见，我真很难想象
现在监狱环境这么好，管理如此规范！”

“服刑人员在监狱内的生活条件不比普
通居民差。”参观结束后，来访人员纷纷
表达了各自的感想。 （熊历渊）

鹤壁市监狱
开放日展现民警风貌

——记驻浚县白寺乡刘皮洼村第一书记柴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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