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程远景）“感谢法官
高效办案，倾心为民，让我
们感受到了公平正义！ ”7
月 31 日上午，张某来到方
城县人民法院， 把一封感
谢信和一面锦旗交到了行
政综合审判庭团队长杜柯
的手里，并不停地道谢。

原来在 2013 年，张某
多次为刘某提供水泥，但
刘某拖欠水泥款， 以一直
在外地为由不予偿还。 今

年 6 月 11 日，这起买卖合
同纠纷立案后， 分到了行
政综合审判庭。

承办人杜柯接到案
件后，先与原告张某联系
并了解案情，因张某未请
律师，杜柯耐心地告诉张
某应该怎样准备材料。 张
某觉得虽然案件标的小，
但却没有受到冷落，法官
的一言一行让他感受到
了温暖。

由于被告刘某一直找

不到， 于是杜柯想尽办法
找到刘某电话， 并通过电
话联系到他， 得知他在重
庆、上海等地，且拒绝提供
具体住址。 刘某虽在电话
中对欠款予以认可， 但是
拒绝出庭应诉。

面对这样的情况，杜
柯不断地通过短信、 电话
等方式给被告刘某做工
作，讲法律和诚信。 最终，
经过 20 多天的沟通，刘某
终于同意于 7 月 23 日从

重庆回到方城。
7 月 24 日早上，杜柯

再次与刘某联系， 刘某同
意于当日下午见面， 但拒
绝到法院。当天下午，室外
温度将近 40 摄氏度，杜柯
和一名书记员来到被告约
定的北环路见面。 当原被
告双方看到法官的工作服
被汗水浸湿， 还为他们准
备了矿泉水时， 都感动不
已， 最终双方在马路边达
成了和解。 ②6

7 月 23 日 19 时 27 分，
在工业路市发改委附近，车
牌 号 为 豫 R1PW71、 豫
R5MR21 的车辆在禁令标志
下停车。 根据相关法规，机
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
处 100 元罚款，记 3 分。 图
片由市公安局第四勤务大队
提供②6

本报记者 王朝荣 整理

违法停车
记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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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市法院行政审判白皮书发布

案件数升 5.85%�败诉率降 3%

看病弄丢孙子

民警帮忙找回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赵金玲）8月

3日，邓州市一对夫妇在医院看病时，不小心将
6岁的孙子弄丢，幸好遇到巡逻民警。 民警用地
毯式搜寻的方式，终于帮他们找到孙子。

当日中午 13 时许， 邓州市新华派出所 3
名民警走访至人民医院北区时， 看到一名大
叔神色焦急，像是在寻找什么，民警们询问得
知， 这位姓张的大叔领着老伴在人民医院看
病时，不小心把 6 岁的孙子弄丢了。

民警得知情况后，一边安抚张大叔不要着
急，一边组织人员开始地毯式搜寻，最终，在
医院附近的路边找到了张大叔的孙子。 原来，
孩子趁爷爷奶奶看病时溜出医院玩， 结果找
不到返回的路了。 看到孙子被民警找了回来，
张大叔一个劲地向民警致谢。 ②6

货车行驶中自燃

民警紧急灭火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特约记者 张晓

东）8 月 3 日， 一辆行驶在南召县的大货车后
部突然自燃，驾驶员却浑然不知，紧跟其后巡
逻的南召县交警队民警发现后紧急追赶，将
该车辆拦停，及时扑灭了大火，挽救了群众的
生命和财产安全。

当日 18 时 40 分， 一辆重型自卸货车沿
207 国道自北向南行驶至南召县白河店姬村
路口路段时，车辆后部突然失火，冒着浓浓黑
烟。 正在其后驾车巡逻的 4 名民警发现后，紧
急追赶该车将其拦停， 并协助货车司机实施
灭火。

经过 20 分钟的紧张施救，终于将火扑灭。
经查，由于车辆老化，部分零件处漏油，加上
高温天气和车辆刹车片过热，导致车辆起火，
着火部位紧靠油箱，若不是扑救及时，后果不
堪设想。 ②6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特约记者 刘亚磊 通讯员
赵娜）8 月 5 日上午，市中
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
会，发布《2018 年度全市
法院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
告》（即“行政审判白皮
书”，以下简称白皮书），这
是该院连续第 11 年向社
会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
记者获悉，2018 年， 全市
法院新收一审行政诉讼案
件 1122 件，共审结一审行
政案件 1117 件。 其中，直
接判决行政机关败诉 182
件， 行政机关一审败诉率
为 16.29%，说明我市行政
机关依法行政水平进一步
得到提升。

行政案件进入良性发
展阶段

记者从白皮书上看
到，去年，全市法院新收一
审行政诉讼案件 1122 件，
同比增长 5.85%。 案件数

量位居全省第 8 位， 排名
较上一年度下降了 2 个
位次， 占全省一审收案总
数的 5%。

行政案件进入良性发
展阶段，具体表现为：案件
增速放缓， 一些基层法院
案件数量下降； 群体性诉
讼减少， 去年全市法院群
体性案件共 6 件， 同比减
少 16.7%。

从新收的案件看，原
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更加多
元， 请求保障的利益种类
既包括实体权益， 也包括
程序权益； 请求解决的纠
纷类型， 不局限于行政争
议， 还包括与行政争议相
关的民事争议。

行政机关败诉率下降
据白皮书介绍， 去年

全市共审结一审行政案件
1117 件。 其中直接判决行
政机关败诉 182 件， 原告
撤诉 229 件， 行政机关一

审败诉率为 16.29%，较上
年度下降了 3 个百分点，
低 于 全 省 行 政 机 关
19.13%的败诉率，说明我
市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
进一步得到提升。

从案件类型看， 败诉
率相对较高的案件主要集
中在履行法定职责纠纷、
征地拆迁纠纷和不动产登
记纠纷等领域。

被告的分布呈现金字
塔型， 乡镇人民政府和县
直部门作为被告的案件数
量最多； 市直部门和县级
人民政府作为被告的案件
数量次之； 市级人民政府
作为被告的案件数量较
少， 多数集中在行政复议
案件类型。

发出司法建议 促进
依法行政

白皮书介绍， 通过对
去年全市法院审理的行政
案件进行梳理分析，行政执

法及行政诉讼中还存在着
行政执法人员业务能力不
能适应依法行政的要求；处
置违法占地、违法建筑类案
件存在重实体轻程序、重查
处轻监管；房屋征收工作中
存在着征收公告不规范、征
收期限长、 期房安置时间
长；行政机关配合参与行政
诉讼不够等问题。

白皮书就全面推进法
治政府建设提出建议，行
政机关要严格落实负责人
出庭应诉制度， 提升出庭
应诉能力； 提高行政执法
人员的素质， 配合法院做
好行政纠纷的化解工作；
重视法律程序， 慎重处理
涉民生类管理事项； 加大
产权保护力度， 营造公平
透明、 可预期的法治化营
商环境； 及时落实司法建
议，改进行政执法工作，共
同持续推进行政审判与依
法行政工作。 ②6

不尽赡养义务

前养子被拘留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屈熙尧）

养母将养子抚养成年，并帮助其成家立业，养
母岁数大了，养子却不赡养她。 近日，内乡县
人民法院依法对拒绝支付被收养期间费用的
被执行人刘某司法拘留。

43 年前，周某收养刘某将其抚养成人，并
帮助他成家立业。 后来，周某因年事已高，再
加上体弱多病， 只好到刘某家中与其共同生
活。 刚开始几年，刘某每月按时给养母 300 元
生活费，但从去年开始，刘某渐渐拖延支付生
活费，直至拒绝支付。 于是，周某将刘某诉至
法院，要求解除收养关系，并要求刘某补偿收
养期间支出的生活费及教育费。

法院审理后， 依法判决解除原告周某与
被告刘某的收养关系， 并由刘某在规定期限
内支付给周某 8 万余元生活费和教育费。 ②6

拖欠水泥款，躲外地拒不归还

法官感动当事人 马路边成功调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