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防校园暴力 珍惜美好未来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中小学生法律意
识，使青少年远离校园暴力，近日，台前县检
察院公诉科干警来到该县第一中学，组织
1000多名学生开展了主题为“预防校园暴力
珍惜美好未来”的法治宣传活动。

（刘国英 朱永坤）

多部门联合
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

本报讯 近日，上蔡县人民检察院联合
县公安局、各金融单位在县城主要街道以“拒
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为主题集中开展

“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活动旨在提高
社会公众防范抵制非法集资的意识和能力，
维护上蔡县金融秩序健康稳定。在活动中，
各部门制作宣传版面，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解
答什么是非法集资活动、非法集资有哪些表
现形式以及非法集资的社会危害性，并发放
小册子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耐心解释
群众提出的问题，提醒广大群众一定要增强
理性投资意识，提高识别能力，自觉抵制非法
集资诱惑。活动提高了群众对非法集资危害

性的认识，强化了群众的风险意识和防范能
力，有利于培养群众正确的投资理念，从源头
上遏制非法集资，营造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
的良好舆论氛围，保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近两年来，上蔡县人民检察院共批准逮捕非
法集资案件 3 件 5 人，涉及金额 2000 余万
元。今后，该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认真履
行工作职责，遏制非法集资的高发态势，坚决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保障人
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许海威）

台前县检察院组织知识考试

本报讯 近日，台前县检察院组织全体
党员干警进行“一准则一条例一规则”知识考
试，通过以考促学的方式，使党员干警的党性
观念明显增强、纪律意识明显提高、思想作风
明显改进、履职能力明显提升。

（刘国英 张全）

孟寨派出所
侦破重大盗窃电动三轮车系列案件

本报讯 近日，舞阳县公安局孟寨派出所
民警远赴江苏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初步
供述了作案10起、盗得电动三轮车10辆的犯
罪事实。该案件的侦破，为公安机关“打黑恶
反盗诈破系列”攻坚战作出了贡献。（赵东晓）

濮阳县公安局
打掉一特大抢劫犯罪团伙

本报讯 近日，濮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城
关中队在濮阳市公安局业务部门和两门派出

所的大力配合下，成功打掉一特大6人抢劫犯
罪团伙。4月1日，刑警大队城关中队接到孙
先生报警称，其和朋友被 3名男子无故殴打，
手机也被抢走。接警后，办案民警立即开展工
作，经过不懈努力，于5月19日晚成功将犯罪
嫌疑人蒋某和魏某抓获。经讯问，二人如实交
代了打人抢劫的犯罪事实，还交代了 10余起
伙同他人抢劫、敲诈勒索的案件。目前，该团
伙6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 （蒋建民）

完善固定资产管理系统
实现资产管理智能化

本报讯 近日，西平县检察院为完善固
定资产管理系统，安装了管理资产的条码打
印机和移动智能手持终端，通过软件与原有
的资产运行系统对接，为资产清查节省了时
间，提高了准确率，实现了固定资产管理的智
能化、规范化。 （张炜华）

上失信黑名单考驾照受限
“老赖”主动到法院还钱

本报讯 平舆县“失踪”两年多的被执行
人陈某，因被平舆县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导致无法报考驾校。 6月6日，他主动现
身法院执行局要求还钱。2014年12月，法院
依法开庭审理李某与陈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判决陈某赔偿李某医疗费等损
失共计1827.19元。仅仅1000多元钱，陈某却
未依据判决书内容赔偿李某。2016年 7月，
李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因陈某长期在外打
工，执行人员多次寻找无果。随后法院公告

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但陈某依旧
未履行赔偿义务。陈某因有能力履行而拒不
履行判决，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近
日，陈某想报考驾校，却被告知其本人有失信
不良记录无法报名。无奈之下，陈某主动到法
院执行局办公室要求偿还欠款，将自己从黑名
单中撤下。 （赵雪晓 麻旭）

集中执行向公职“老赖”开刀

本报讯 去年6月，永城市某局公职人员
李某因替朋友担保，被法院判令承担连带清
偿债务责任，后李某拒不履行判决文书而被
法院强制执行。李某认为自己也是公职人
员，法院会“给面子”，故意躲避不见或搪塞推
托。立案不久，法院依程序查封了其名下一
处门面房，法官前往其所在单位执行，并将李
某的情况告知其单位领导。随后，李某前往
法院写下承诺书，保证 15 日内偿还全部款
项。 （陈思伟 李莹）

申请执行人点赞失信黑名单

本报讯 “没想到法院的失信黑名单威
力那么大，刚把他拉入黑名单，第二天就主动
给我打电话要还钱。”6月6日，刘某到永城法
院领取执行款时，高兴地向执行人员竖起大
拇指。刘某的案件进入立案程序后，被执行
人张某为逃避责任外出，下落不明。立案后，
法院依法将张某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当
时，张某正出差在外，返程时无法购买高铁
票，才得知自己因未及时履行法院判决被纳
入失信黑名单，立即打电话给申请执行人，表
示愿意履行义务。 （李 莹）

基层动态
邮箱：jrabgg@163.com
电话：0371-65978789

三个强化
凸显侦查监督实效
本报讯 唐河县检察院不断强化主

动监督、规范监督、实效监督，在侦查监
督工作规范化、常态化道路上取得了显
著成效。

一是强化主动监督。该院联合法
院、食安办、公安局、环保局等部门，先
后制定《关于依法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
事案件的若干意见》《关于依法办理危
害环境资源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等规
范性文件，统一思想认识，统一证据标
准，统一法律适用；利用“两法衔接信息
共享平台”，从中发现食品和环境资源
安全监管部门不按时移送或降格处罚
案件线索，实现相关案件网上移送、网
上受理、网上监督。

二是强化规范监督。该院实行“两
个一体”机制，与公诉、控告申诉等业务
部门建立信息共享、线索移送一体、线
索研判一体机制，确保及时发现、精准
研判监督线索；坚持“两个结合”，确保
监督全覆盖、无死角；坚持定期巡查监
督和专项活动监督相结合，对公安机关
执法情况进行抽查和巡查；每年开展立
案、撤案、刑事拘留后变更措施不当以
及刑事拘留违法延期、超期等专项监督
活动，着力纠正执法不规范；坚持分

“点”监督和包“片”监督相结合。
三是强化实效监督。针对公安机

关在打击食品药品、环境资源领域违法
犯罪力量分散、专业化水平低等问题，
该院建议成立“打击食品药品环境违法
犯罪执法大队”，有力推进了打击食品
药品、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专业化、常
态化。

（牛凌云章健）

卢氏县国税局
推出邮寄发票服务

本报讯 近日, 邮政公司工作人员
在卢氏县国税局办税服务厅打包首个
发票邮寄包裹，发票线上申领线下配送
在卢氏县得以真正实现。

据悉，卢氏县国税局与中国邮政速
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卢氏分公司联合
推出网上申领发票速递便民服务。该
局利用快递发票服务变“纳税人跑路”
为“数据跑路”，纳税人足不出户即可领
到发票，极大地节省了时间，节约了办
税成本。同时，此举也减轻了办税服务
厅的工作压力，为进一步提高办税效
率、提升纳税服务质量奠定了基础。

（蔡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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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200元赡养费

日前，鹤壁市淇滨区法院深夜抓获
一名长期躲藏的“老赖”。

当晚，该院执行干警张某下夜班，回
家路过长期在外躲藏的被执行人徐某家
时，发现徐某家的灯突然亮了，随即向领
导汇报并在徐某家楼下蹲守。不到20分
钟，法院执行干警赶到徐某家楼下。这
时，灯突然灭了，但徐某并没有下楼。执
行干警上楼查找，发现通往楼顶的门开
着。干警们上楼顶后，在确认安全的情

况下开始仔细寻找徐某，同时安排人员
守住各个楼梯出口。经过一番细致的寻
找，干警们终于在楼顶一块老旧的太阳
能面板下找到了正躲藏的徐某，将其带
至法院。

原来，徐某这次回家是因为长期在
外躲藏，所带的钱花光了，于是就夜里偷
偷回家拿些换洗衣服和现金，再看看孩
子。就在准备下楼的时候，他发现楼下
有动静，便赶紧躲到楼顶太阳能面板后

面，结果还是被抓。徐某坦言：“躲得实
在太累了，这次我不想躲了。我赔钱！
你们法院的执行力度太大了，搞得我每
天都提心吊胆的，一看到警车和穿警服
的人就害怕……”当日，徐某履行了20余
万元赔偿款。

走出法院大门，徐某感慨地说：
“躲了这么久，终于可以睡一个安稳觉
了。”

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杨燕王晓阳/供稿

提心吊胆的“老赖”

赡养老人是子女应尽的义务，千万不要当“不孝赖”，不
然除了大家从道德上谴责你，还有法律管着你。

点
评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无论于情还是于
法，赡养老人都是子女应尽的义务。

李某却对“孝”这个字不以为意。住着两
层小楼的他，现代家庭常用的电器应有尽有，
子女们也都外出务工，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却
为了200元的赡养费和年近90岁的老父亲闹
翻。近日，在社旗县法院开展的“夏季雷霆”
执行专项行动中，该院党组书记、院长樊立兵
亲自上阵，对这个“不孝赖”进行突袭。

年近九旬的李老汉育有4个子女，去年，
他因赡养问题把4个子女告上法庭。法院判
决4子女每人每月向老人支付200元赡养费，
并均摊医疗费支出，同时判令大儿子李某归
还其父亲 2.6亩责任田。判决生效后，其他 3
个子女均自觉履行了义务，唯有李某以“父亲
可以跟着我生活”为由，执意不予履行。

“他年轻时不争气，我为他操碎了心。成
家立业后，他对我不管不问，看见我就没有好
态度。这几十年我都是跟着二儿子生活，以
后还要跟着二儿子，绝对不会跟着他，那样只
会死得更早！”对于跟随李某一起生活的建
议，李老汉坚决反对，还说起了气话。

“俺父亲就是偏心老二，供他上大学，又
帮他成家立业，对我却不管不问。他如果想
跟着我过也行，但他的地我不会退，钱我也一
分都不会出。”李某执意认为父亲偏心，与父
亲针尖对麦芒地“杠上了”。

为了此事，李老汉曾多次召集族人及村

干部前来调解，但每次都演变成一场家庭“闹
剧”，矛盾愈演愈烈。

无奈之下，李老汉只好申请法院强制执
行。鉴于此执行案件是因家庭矛盾引发的纠
纷，为了不激化双方的矛盾，从根本上解决案
件，执行干警多次做李某的思想工作。可是，
李某在执行干警面前承诺得好好的，背后却
该怎样还是怎样。后来执行干警再去李某家
找人，却是大门紧闭根本进不了门。为了躲
避执行，李某甚至将电话号码换成了异地号
码。

“大爷，别着急，等你把饭吃完再反映情
况也不迟！”4月初，社旗县法院党组书记、院
长樊立兵接待了李老汉。了解到老人还没有
吃午饭，他还为老人泡了碗方便面。樊立兵
把负责此案的执行干警叫来，让其当面向老
人介绍执行工作进度，并要求执行干警调整
执行方案，尽快给老人一个满意的答复。

执行干警又多次到李某家中进行查找堵
截，但让人感到蹊跷的是，李某好像消失了一
样，难觅其踪。

6月，正值一年麦收季，社旗县法院抓住
麦收时节在外务工人员返乡的有利时机，吹
响“端午执行风暴”集结号。樊立兵带队对一
些长期未结的“钉子案”进行拉网式执行，对
一些顽固“老赖”采取强硬措施，李某也被列
入其中。

李某家和以往一样，大门紧闭。执行干

警敲门，一直没有应答，楼上
散养着的两只大狼狗“汪汪”狂
吠。樊立兵和干警一起搬来梯子，
爬上院墙做李某家人的思想工作，劝
其配合法院执行，打开大门。但不管
怎么劝，李某家人都置若罔闻。干警们
翻墙而入后，李某家人躺在地上撒泼耍
赖。当干警准备将李某家的摩托车、电动
车依法扣押时，李某的女儿抱着干警的大
腿不放。因李某女儿的行为严重妨碍了执
行工作，法院依法将其拘留。

子女连着父母的心，当女儿被拘留之
后，李某才深刻理解了“养儿一百岁，长忧九
十九”这句话，匆匆赶到执行局，乖乖履行了
义务。在执行干警的批评教育下，李某认
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通过此事受到
了深刻的教训，以后再也不敢心存侥幸
以身试法了。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为我这
事咱法院领导也是费尽周折，除了
感谢我真不知道说啥好！”拿到
执行款后，李老汉专门到法院
致谢。

记者 王海锋 实习
记者 刘震 通讯员
马骏 王新兵/供
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