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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
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大别山（鄂豫皖）革命老区军地法院涉军维权工作协作规定》印发

三省协作推进跨区涉军维权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吴
倩）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为建立
健全跨区域革命老区涉军维权工
作协作机制，7 月 23 日，河南省、湖
北省、安徽省高级法院与解放军郑
州、武汉、合肥军事法院联合印发
《大别山（鄂豫皖）革命老区军地法
院涉军维权工作协作规定》，推动
新时代涉军维权工作制度化规范
化建设。
协作规定指出，大别山革命老
区涉军维权工作协作的主要任务
是，明确协作主体职责，统筹大别
山革命老区军地司法资源，在规范
性文件制定、重大问题研究、矛盾

纠纷调处、骨干人才培养等方面，
积极构建协作区域内军地法院一
体化工作格局。
工作协作内容主要包括：个案
受理移送、情况信息反馈、联合督
办案件、协助送达执行、开展宣传
教育、培训工作骨干、加强调研交
流、推广经验做法、树立先进典型
等。
协 作 范 围 包 括 ：依 法 严 厉 打
击窃取出卖军事秘密、破坏军事
设施、盗窃军用物资、冒充军人招
摇撞骗等刑事犯罪，及时惩处故
意杀害伤害军人军属、诱骗拐卖
军属、破坏军婚等违法犯罪行为；

强军精武河南兵
之李芝伟

南天望
射天狼
□河南日报记者 王绿扬
通讯员 赵新颜 翟京元

“走转改”
—— 记 者基层蹲点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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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国福

大油门
急打款

依法快速处理涉及部队遂行战备
执勤、演习演练、维稳处突、国际
维和、抢险救灾等军事行动中的
涉法问题；依法审理侮辱、诽谤或
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姓名、
肖像、名誉等案件，支持英雄烈士
近亲属向法院提起诉讼，保护英
雄烈士名誉荣誉；依法审理涉及
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的公益诉
讼，加大对烈士陵园、墓碑等英烈
纪念设施的司法保护力度；依法
及时解决涉军维权对象在婚姻家
庭、人身损害、土地征用、拆迁补
偿等方面的纠纷和案件；其他涉
军纠纷案件。

2015 年 9 月 3 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70 周年阅兵式上，某新型轰炸机首次亮相，在全世界瞩目中，
机群米秒不差飞过天安门广场，而该梯队的长机武控员就是南部
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武器控制科科长李芝伟。
今年 48 岁的李芝伟出生于新乡县小冀镇。1991 年，自小喜爱
飞机、向往蓝天的他，在老兵父亲的影响下从新乡县翟坡中学招飞
入伍，后被分配到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在部队，他苦练精
飞，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战机领航员兼武器控制师。
“金飞镖”，代表着中国空军飞行人员突击突防能力的最高水
平，也是李芝伟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
“‘金飞镖’比武中，要从数千
米的高空之上，将炸弹准确击中仅有数平方米大小的目标，这就好
比将足球从球场的一端踢中放在另一端的火柴盒。”
他说。
为了练就一击制敌的过硬本领，每次训练中，李芝伟研透联合
作战制胜机理，快速研判、稳定跟踪、准确操控；他常常通宵达旦，
钻理论、背数据，一有时间就缠着老同志请教……凭借着这种往难
里练、往苦里练的精神，
他和他的团队两次荣获“金飞镖”
奖。
“圈、画、选、量、算、标”是武器控制师领航作业的必备技能，对
地图了解得越详细，就能飞得更远、打得更远。每晚，李芝伟都要
摊开地图，熟悉每个城市、
山脉、
河流，
把祖国山河刻在心中。
迄今为止，李芝伟累计飞行数千小时。多年来，他在家的时间
少之又少，有时连续几年都不能回家。为了更好地发挥领头雁和
“大教官”作用，已是副师级的李芝伟仍坚守在武器控制科科长岗
位上。
“ 有家乡人民的关怀，有强大祖国作为后盾，我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守好祖国南大门、
‘ 祖宗海’，在钟爱的事业中继续远
航。
”李芝伟说。

“记者同志，实在抱歉，这个申请人是 80 多岁的老两口，我们好不
容易从被申请人账户上划过来 1000 多元。别看钱不多，这可能是老
两口的救命钱，
我们现在得去找他的银行卡号……”
上午 10 时许，鄢陵县法院执行局干警共发放 10 笔 30 多万元案件
执行款，忙完后，执行团队负责人周源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个申请人没
来，便立即上门办理。
该案原告宋周夫妇均系耄耋老人，老人的长子宋某拒不赡养老
人。两位老人无奈，去年 3 月，将长子宋某等五子女告上法庭。经调
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协议生效后，其他子女都能如约赡
养，唯独宋某拒绝履行协议。今年 5 月，周源执行团队从被执行人财
付通账号中查控到 1029 元。
我们来到老人的家中，老大娘看到法官未语先泪：
“俺一生养 3 个
儿子，2 个闺女，唯独老大不孝顺。前年我得了高血压、糖尿病，心脏
下了支架；老头子也有心脏病，经常住院治疗，花钱多了，孩子们没说
啥，可儿媳妇们不乐意，说凭啥老大不摊钱，俺也是实在没办法才向
老大要钱……”
老大娘边说边找出唯一一张有银行卡功能的医保卡。周源让老人
签完相关手续后，
记下卡号。随行法官洪建军安慰两位老人说：
“您就放
心吧，
有法院，
我们会继续为您执行下余款项的。你记下我的电话，
有事
就给我打电话。现在快12点了，
我们现在就赶回去把款打到您的卡里。
”
告别两位老人，周源一边开车加大油门往回赶，一边给财务打电
话让等他一会儿。赶到院里已经 12 时 20 分，把相关手续办完，执行
款打到老人卡上，
两位法官脸上这才露出了舒心的笑容……

（上接 01 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权益，
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周强通过视频连线，慰问位于
大别山区的商城县法院达权店法庭干警，勉
励大家继承发扬大别山精神，
扎根基层、
服务
群众，
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努力为革命老
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河南法院探索运用信息化手段破解送
达难题，
今年 6 月上线集中送达平台，
取得明
显成效。在省法院集约送达服务中心，周强
详细了解平台运转情况和应用效果，要求认
真总结经验，
不断探索完善，
进一步提高送达
工作质效，
为全国法院提供有益经验。
周强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
国生在省法院召开座谈会，听取省法院院长
胡道才工作汇报。周强表示，河南法院在省
委领导下，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
法，有些工作走在全国法院前列，最高法予
以充分肯定。
周强强调，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
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贯穿到人民
法院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依法公正高效
审理案件，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弘扬
企业家精神，努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营商环境。要围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服务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

提高站位抓落实
全力服务经济发展
（上接 01 版）慎重使用财产强制措施，
最大限
度减少执法行为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
会议强调，
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
要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全省公安
机关要高度重视、
严阵以待，
采取更加有力措
施，
全力以赴抓好防汛救灾各项措施落实。
会议要求，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要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省
公安机关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中体现新担当，突出“社区”和“乡
村”两个重点，筑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
一道防线”。要在履行新时代公安工作职责
使命上体现新担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坚决捍卫政治安全，严打各类违法
犯罪，严密社会治安防控，防范化解各类风
险隐患，更加有力维护好社会稳定。要在传
承红色基因锻造公安铁军上体现新担当，不
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
锻造出“四个铁一般”
的河南公安铁军。

一鼓作气打好打赢
脱贫攻坚收官战
（上接 01 版）聚力攻难点，全力补短板，扎实
回头看，夯实“家底子”，脱贫攻坚工作成效
明显。
顾雪飞对淅川县脱贫攻坚工作给予充分
肯定。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全会暨
省委工作会议精神，
扎实做好
“六稳”
“六保”
工
作；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助力企业健康平稳发
展；
切实做好疫情防控、
防汛抢险救灾工作；
严
格落实
“四个不摘”
要求，
扎实推进脱贫攻坚，
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多措并
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切实转变作风，
力戒形
式主义、
官僚主义，
以坚强的党性和过硬的作
风一鼓作气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
调研期间，顾雪飞还专程来到上集镇贫
困户魏佳国、罗有成家中慰问，了解他们的
生产生活等情况。
南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明体，淅
川县委书记卢捍卫等陪同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