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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 作保障
守护公平 铸法魂

□ 河南法制报记者 何永刚 通讯员 余萍

本报商丘讯（河南法制报
记者 何永刚 通讯员 陈金华
张朋）“别在微信群里发公告
了，你们这一发，亲戚朋友都知
道了，儿子正是说媒的时候，弄
不好连个媳妇也说不上……”1
月 4 日，被执行人化某在给商
丘市虞城县法院执行法官打电
话时，表示愿意还钱。

2017 年 2 月 7 日，申请人
刘女士向虞城县法院起诉，要
求化某归还欠款 10 万元及利
息。2017 年 4 月 18 日，经虞城
县法院调解，双方自愿达成还
款协议。调解书生效后，化某
履行了大部分义务，但剩余
3400 元一直没有归还。2018
年 12 月 18 日，刘女士申请强
制执行。

在 案 件 执 行 阶 段 ，执 行
法官既找不到化某，其名下
也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随
后，执行法官获悉，化某的微
信号在 一个打工群里经常
出现。执行法官决定在该微
信群里晒晒化某的执行通知
书及曝光材料。1 月 4 日，化
某急忙以微信转账的方式，
履行了全部义务。

本报商丘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何永刚 通讯员 谢飞）近日，商
丘市区接连发生砸车玻璃盗窃案
件，该市公安机关高度重视，1月
7日晚，案件告破。

案件发生后，专案组民警通过
走访群众、调取监控等，综合研判犯
罪嫌疑人作案手法、作案特点，很快
发现犯罪前科人员高某阳有重大
嫌疑。

民警围绕犯罪嫌疑人活动区
域开展地毯式巡逻排查，并于 1
月 7 日晚，将准备再次作案的高
某阳成功抓获。经审讯，高某阳
对其近日在商丘市区连续砸车玻
璃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据高某阳交代，他于 2017年
12 月因砸车玻璃实施盗窃被送
至河南省少管所一年，被解除管
教后，仍不思悔改沉迷游戏，由于
没钱打游戏，便撬砸夜间停在路
边的车玻璃实施盗窃财物违法活
动。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本报商丘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何永刚
通讯员 尚林杰）日前，在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和司法部司法鉴定
科学研究院 2018年度司法鉴定能力验证工
作中，商丘市检察院报送的法医临床学损
伤程度鉴定、笔迹鉴定、印章印文鉴定 3 份
鉴定意见准确无误，取得了“司法鉴定科学
研究院2018年度能力验证结果通知证书”，

这就意味着该院 3 项鉴定工作通过国家级
司法鉴定能力验证。

近年来，商丘市检察技术处进一步完善
司法鉴定中心科学合理、统一规范、运行高
效、监督有力的管理与使用运行机制，充分发
挥专业优势，强化技术性证据审查应用，两年
来，全市检察技术部门做到了鉴定意见和技术
性证据审查零失误，无一起案件引起上访。

本报商丘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何永刚）近日，一李姓男子到睢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处罚室窗口处
理违法，被发现涉嫌伪造身份证件
和驾驶证，工作人员一边拖延该男
子，一边告知大队领导，随即该男
子被民警抓获。

据了解，该男子姓陈，2018年7
月17日因酒驾驾驶证被暂扣6个
月。据陈某交代，现在用的身份证和
驾驶证是他在网上买的，来处理违法
是想试试新买的“驾驶证”“身份证”能
不能用，没想到被民警当场抓获。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
处理之中。

本报商丘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何永刚 通讯员 李宁 刘雪豪）
1 月 6 日，在民权县法院执行法
官徐红星的倾心调解下，一起借
款人下落不明、由 3名担保人承
担还款责任的保证合同纠纷案
结案。

2017年7月11日，原借款人
杨某向沈某借款13万元，约定了
利息和还款日期，苗某、方某、葛
某向沈某出具担保书。借款到
期后，杨某下落不明，沈某便将
担保人苗某、方某、葛某起诉到
法院。

经法院主持调解，2017 年
12 月 12 日，当事人自愿达成还
款协议。但到了法定还款日期，
苗某、方某、葛某相互推诿，不愿
承担担保责任。多次讨要无果
后，沈某申请强制执行。案件进
入执行程序后，3 名被执行人被
拉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后，
依然不还款。

1 月 6 日，徐红星带领干警
先后将苗某、方某、葛某依法拘
传到案，3 名被执行人最终每人
拿出 4万元，沈某主动放弃部分
本息，该案得以执结。

A 巧用妙招促执行

B 倾心调解化纷争

A 砸车盗窃案告破

B 网上买假证被抓

这是一组实实在在的统计数字：
从2013年到2018年，受理案件数

增加近75%，结案率增加近5个百分点，
案件服判息诉率增加11个百分点；受理
民商事案件36550件，涉案金额192.37
亿元；受理执行案件13428件，结案率
90.25%……

这是一串富有特色的工作亮点：
2015年敲响商丘市法院“网拍”第

一槌；2016年9月13日，成立商丘市第
一个41家联动单位为成员的“执行指挥
中心”；2016年11月，开通网上立案服务
平台，立案率达100%；7个速裁、4个速执
团队，让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结案时间平
均在27天，服判息诉率达95%以上……

创造这些辉煌的，是商丘市睢阳
区法院这支在新时代得到人民认可、
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钢铁劲旅。

为应对案件数量迅速增长带来的办
案压力，睢阳区法院以“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为
工作要求，以争创“全国一流法院、全国文
明单位”为工作目标，充分履行审判职能，

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2018年受理各
类案件 16041起，审执结 14557起，结案
率90.75%，案件服判息诉率91.071%，立
案数、结案数、结案率、服判息诉率再创
历史新高。

严格按照上级要求，结合工作实
际，完成了人员分类管理、员额法官主
审制、院庭长办案等；开展了简案快
审、繁案精审的“繁简分流”改革，成立
了小额速裁庭、民商事速裁一、二庭、
刑事速裁等四个速裁团队；开展了专

业化审判和家事审判改革，成立了交
通事故、医疗纠纷、环境资源、家事审
判一、二庭等团队；开展了诉调对接改
革，成立了“诉调对接”工作室，两名保
险协会工作人员常驻开展涉保诉前调
解工作。

坚持每周五下午学习常态化，开展党
组成员讲党课、邀请专家作辅导报告等
活动，2018年召开14次中心组学习扩大
会议。几年来，从执法办案、队伍建设
等方面制定、完善、修订了126份规章制
度，依靠制度管人、管事、管权、管案的

工作机制已经日趋完善。扎实开展“以
案促改警示教育活动”，制订方案，查摆
问题，多次召开全院干警以案促改会
议，对信访举报问题和违规违纪典型
案例进行剖析，院长作点评讲话，每名
干警进行对照检查。

以信息化为支撑，依托官方网站打
造审判流程公开、庭审活动公开、裁判文
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四大平台，依法及时
公开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信息。法
律文书上网、庭审视频直播已成常态，使司
法在阳光下运行。诉讼服务中心已建成并
投入使用，现代化的服务设施，使当事人

“走进一个厅，事务一站清”。
睢阳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慎

祝说：“2018 年是改革开放 40 年。这
40 年，睢阳区法院从手写卷宗到‘智慧

法院’，从徒步办案到‘联合执行’，从简
陋的办公楼到威严神圣的审判庭……
变化的是时代的发展、改革的步伐，不变
的是睢阳法院人辨法析理、定分止争、打
击犯罪、守护公平的初心。今后，我们将
继续探索新形势下审判管理的新路径，
用理想、信念、智慧、责任，默默书写和
诠释司法公正，更好地发挥好审判职
能，化解社会矛盾，为建设平安、法治、
和谐、幸福睢阳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法
律支撑！

狠抓执法办案 让法律扬威让公信彰显

狠抓司法改革 让简案快审让繁案精审

狠抓队伍建设 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

狠抓智慧法院建设 让审判加速让司法阳光

3项鉴定工作通过国家级司法鉴定能力验证

真妙！

商丘市检察院

本报商丘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何永刚通讯员汪葆夫）虞城县一男
子天天泡网吧打游戏，没钱了就到
饭店盗窃。日前，该男子被关进拘
留所。

1月 2日，虞城县公安局城关
派出所接到辖区漓江路某饭店老
板张某报警称其饭店被盗，民警赶
往现场勘查、取证发现，该饭店前
服务员石某曾在非正常时间频繁
出入。走访中民警得知，石某酷爱
上网，于是对辖区网吧进行清查，
并于1月3日凌晨2时许，从某网吧
将犯罪嫌疑人石某带至派出所。

在证据面前，石某交代了其多
次盗窃饭店的犯罪事实。目前，犯
罪嫌疑人石某已被刑事拘留。

C 多次盗窃饭店被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