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版 耿淑博 校对 张萌萌 干警风采■2019年 6月 25日 星期二 A7
本版编辑 张萌萌 电子邮箱：nyrbzmm@163.com

■ 卫士风采

■ 民警故事
■ 扶贫故事

杏梅飘香引商客 精准施策助脱贫 窃贼用闪付“隔空盗刷”
民警顺藤摸瓜捉嫌犯

铿 锵 玫 瑰 故 事 多

通讯员 梁 涛 段文聪

仲夏六月，杏梅飘香，在马市

坪乡白庄村杏梅基地的山坡上，果

农们都在自家杏梅园里忙碌着，虽

然挥汗如雨，但人人脸上洋溢着笑

容。红彤彤的杏梅挂满了枝头，果

农们忙着收获杏梅，也收获着丰收

的喜悦。

眼下正是杏梅采摘的高峰期，

南召县检察院驻白庄村第一书记

高连勇多次带领帮扶干警走进杏

梅产业扶贫基地，查看杏梅长势，

帮果农采摘鲜梅，与客商沟通交

流，实地解决果农在采摘销售环节

存在的困难。

位于马市坪乡白庄村的南召

县群益合作社杏梅树种植面积 190
余亩，今年预计产量将突破两万

斤。主要种植的品种有红布林、

红宝石等，绿色天然的果实香气

袭 人 ， 果 味 十 分 纯 正 ， 酸 酸 甜

甜，深得消费者们的青睐，丰收

的 杏 梅 吸 引 着 外 地 客 商 前 来 采

购。该村村支书连德敏介绍，今

年杏梅的价格每斤比去年高 0.6
元，又赶上丰收的好年景，亩产

量也比去年好，预计每亩增收 600
元左右。旁边的贫困户老王也忍

不住笑着插嘴：“自从搭上产业帮

扶的快车，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

好，这都得感谢国家的好政策、

驻村工作队的帮扶。”

白庄村地处偏远，基础设施

底 子 薄 弱 ， 制 约 发 展 的 因 素 较

多，可持续增收措施单一，该村

群益合作社的发展壮大得益于多

元化的产业扶贫模式。帮扶单位

南召县检察院深入贯彻县委、县

政府的决策部署，与马市坪乡政

府共商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

相结合的工作思路，抢抓产业扶

贫机遇，通过土地流转，推广产

业 扶 贫 小 额 贷 款 等 多 种 帮 扶 方

式，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坚持扶

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坚持以

特色产业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带

动贫困户脱贫致富，让农民群众

受益，积极引导群众发展杏梅、

蔬菜、小龙虾等特色种植养殖，

持续推动群众脱贫增收。

驻村工作队入驻白庄村后，因

人而异，因户施策。对无劳动力、

无资金、无技术的贫困户，驻村工

作队想方设法积极联系销售渠道、

协调合作社资金运转，采用“代养

代种”模式，由贫困户自愿拿出到

户增收资金 5000元作为入股本金，

投放在群益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全

权代管，贫困户成为社员后可选择

在合作社务工并享受一定分红，

保证贫困户每年年底分红不低于

500元，该合作社已帮助 40多户贫

困户实现增收。目前，白庄村发

展产业 128 户，享受到户增收 95
户，其中稳定持续发展产业 80户，

贫困户家庭劳动力现有 180 人就

业，实现了稳定增收。6

■ 办案一线

为增强干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方城县检察院举办“迎七一”棋类比赛，丰富检察干警的精神文化生活 6
通讯员 朱广立 摄

本报记者 王 淼

深夜一条偏僻的乡村道路上，

一辆轿车撞翻一台电动车后逃逸，

电动车驾驶员受伤昏迷。面对案发

现场漆黑一片、无人目击等种种不

利因素，新野交警克服重重困难，

终将肇事车辆找到，犯罪嫌疑人也

不得不投案自首。

几天前，新野县公安局 110 指

挥中心接到报警：在新野县上港乡

赵岗村路口，一辆轿车撞着电动车

后向南跑了，请派人处理。新野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中队民警接

警后，一边联系 120，一边迅速赶到

现场开展勘查。因事发地点为乡村

村庄路段，人烟稀少且无路灯照

明，漆黑一片，现场勘查困难重重。

出警民警拿着手电在路边进

行认真排查，一片草丛一片草丛地

搜索，在距离事故现场 200米开外

路东侧的一个边沟里，发现了一小

块属于汽车上掉落的保险杠碎片，

碎片背面有一个小型的车辆标志。

现场勘查完毕后，民警在调取道路

上监控时又遇到了新的难题，因为

该段道路是新修的，沿路只有两个

摄像头，夜间拍摄效果不理想，仅能

确定是一辆某品牌的黑色轿车。因

为监控效果不理想，事故路段监控

资源稀少，且事发后肇事车辆躲避

监控，致使案件侦查暂时陷入僵局。

近日，民警对上港乡沿路部分

村庄进行走访排查，对每家每户有

无车辆、车辆类型摸排清楚，终于

在排查第五个村庄小五村时，摸

排出一个线索，村民张某有一辆

同品牌黑色轿车。民警迅速对张

某的车辆和当天的行踪进行了汇

总、分析，初步确认为嫌疑车辆。

当天下午 4时，民警通过走访线索

在西环路北段的一个角落里找到

了肇事车辆。

次日上午 8时许，嫌疑人张某

得知肇事车辆被交警大队民警查

获，迫于压力到新野县公安局投

案自首，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

罪经过，至此案件告破。目前，

涉嫌交通肇事逃逸犯罪的嫌疑人

张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6

本报记者 张萌萌 通讯员 翟全浩

来南阳打工的一对姐弟演起

双簧，弟弟自称女子在网上与不同

男子“网恋”，需要视频和见面时就

找姐姐出面顶替。两人借“520”之
际，向对方要钱秀恩爱，说好秀完

恩爱就退钱，却把对方拉入黑名

单。近日，这对姐弟被市公安局卧

龙岗派出所依法刑事拘留。

李某涛和姐姐李某娟是陕西省

千阳县人，2018 年初来到南阳务

工。后来，觉得工作赚钱慢的李某

涛动起了歪脑筋，把自己包装成一

个妙龄女子在网上同时与濮阳市的

董某等 3名男子搞起了“网恋”，需

要视频时就让其姐姐李某娟代替

自己与这些人视频聊天。

今年 5月 19日，李某涛向受害

人董某提出：“明天就是‘520’了，

你给我发个 520元的红包，我截图

后发朋友圈秀秀恩爱，随后就退还

给你。”董某闻言，立刻发给李某涛

520 元红包，但之后迟迟不见李某

涛退钱，就用微信联系李某涛问

询。李某涛却说：“你要是真心爱

我，就再给我转个 1314元的红包。”

痴心的董某又转了 1314元红包，但

之后隐约感觉受骗，就提出 5月 20
日在南阳见面。当董某不远千里

赶到南阳后，李某涛又让姐姐李某

娟与董某见面，之后把董某的微信

和电话拉入了黑名单。付出真心

却被骗的董某毅然到市公安局卧

龙岗派出所四大队报案。

接到报警的卧龙岗派出所四

大队高度重视，开展了前期的调查

取证工作。市公安局轰轰烈烈的

“走村（社区）入户进店访企（学

校）”专项行动开始后，办理案件的

四大队二中队中队长肜晓在走访

中又接到了多起群众反映的类似

诈骗案件，向卧龙岗派出所案件大

队和市公安局网安技侦支队求

助。在技侦部门的配合下，6月 19
日发现李某涛在市区经纬国际广

场附近出现，案件大队李迎宾中队

长带人立即行动，将李某涛抓获归

案，案件移交四大队继续办理，办

案人员又根据李某涛的供述将李

某娟抓获。

经过侦查，又带破同类案件 3
起，姐弟俩通过分工配合的方法共

诈骗 3名受害人 4000余元。6月 20
日，嫌疑人李某涛、李某娟被卧龙

岗派出所依法刑事拘留。6

通讯员 刘 涛

内乡县法院灌涨法庭庭长李永

辉是一位女法官，她法学基础扎实，

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审判工作的

根本出发点，在办理的诸多案件中，

无一例上访、缠诉现象发生，用实际

行动展现了法苑铿锵玫瑰的风采，

连续多年被市、县法院授予“先进个

人”、“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40 岁的李永辉，说话温和有

度，做事干脆利落，给人一种朴实

真挚的感觉。2017 年，她成为该院

第一批入额法官，2018年 4月被任

命为灌涨法庭庭长。

在很多人看来，民事审判庭审理

的都是一些琐碎的小事，可李永辉却

认为案无小事，即使是再小的标的，

案件背后也可能隐藏着很大的矛盾。

李永辉审理的一起侵权案件

中，被告原本拒绝赔偿原告的损

失，可在法庭调解时，被告却毫不

迟疑地说：“李法官，你说该赔的我

都赔，我相信你。”事后李永辉才知

道，被告对法官的信任来自她送达

时的一件小事。李永辉通知被告到

法庭领取传票时，被告询问是否可

以由其父亲代领。经过了解，李永

辉得知被告的父亲在湖北十堰一

建筑工地打工，当时正值寒冬，又

考虑到路途较远，李永辉便询问被

告是否有可确认的电子送达方式，

被告提供了 QQ 号码。根据法律规

定，通过当事人确认的电子方式送

达传票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于是李

永辉告知被告，为了减少其和其家

人的诉累，会通过 QQ 送达。事后，

被告认为一位能为当事人，甚至其

家人考虑的法官一定是好法官。这

件事也让李永辉感触颇深，在她看

来，将心比心为当事人考虑，无形

中成为当事人信任法官、信任法

庭、信任法律的因素。

民事案件中家事案件占很大

比例，李永辉最不愿意看到一家人

为了财产对簿公堂。对于继承案

件，她总是尽最大能力进行调解，

希望一家人互相体谅，和睦相处。

在一起继承案件中，被告是原

告的继母，按照法律规定，原、被告

有平等的继承权，可作为与被继承

人共同生活了近十多年的被告，从

心理上很难接受被诉至法院的事

实。通过开庭事实已查明，依照法律

规定，原告的请求均应得到支持，原

告在此基础上做出了财产上的让

步，可被告并不接受，坚持认为应得

到更多的补偿。如果调解不成进行

判决，被告得到的财产不会比调解

多，心理也一定会受到刺激。考虑到

双方的实际情况，李永辉多次给原

告做工作，讲解老人的不容易，希望

原告能体谅老人，同时多次给被告

做工作，耐心细致地给其讲解法律

规定，老人从心理上接受了子女具

有平等继承权的事实。

通过二十多次的劝说，双方终

于坐在一起，原告接受了被告的条

件，一家人重归于好。6

摸排线索
偶遇逃犯

本报记者 吕文杰

涉嫌参与电信诈骗的杨某，

以 为 躲 藏 多 时 民 警 早 把 他 忘 记

了，岂料回到家中不足一月就被

摸排民警抓获。

摸排
6月 18日上午，邓州市公安局

刑警大队侵财中队中队长郭军建在

张村派出所社区民警孙文定、孙青

山的带领下到张村镇某村入户排

查。当天上午 11时许，郭军建等人

在户主杨某家进行登记过程中，户

口簿显示全家共有四口人，郭军建

问起都有谁在家时，毫无防备的杨

父随口说妻子李某、儿子杨某、儿媳

王某都在家中，郭军建让其家人都

过来与民警见见面时，杨父的妻子

李某和儿媳王某均出来与民警见

面，唯独不见其儿子杨某。

怀疑
当郭军建追问其儿子时，杨父

支支吾吾说不清楚，郭军建一个眼

神，民警田伟、辅警关博岩立即进入

室内查找，并将正躲在厨房门后的

杨某请了出来。

为了不打草惊蛇，郭军建轻轻

用手指点了点杨某的身份证号码，

心领神会的田伟立即将杨某的身

份证号码输入警务通手机查询。

比对发现，该杨某居然是一个电

信诈骗逃犯，田伟随即给郭军建

使了个眼色后，便紧紧地盯在杨

某身后。

自首
郭军建以其家庭情况与所登

记内容不符需要进一步核对为由，

用电话通知正在附近走访的张村派

出所社区民警孙文定、孙青山立即

前来支援。

当孙文定、孙青山赶到杨某家

门口时，杨某和妻子王某觉察到情

况不妙，杨某拒不配合，其妻子王某

更是耍泼哭喊。郭军建立即亮明自

己是邓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民警的

身份与杨父沟通，杨某最终决定配

合民警到公安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

犯罪事实，争取宽大处理。

供述
杨某供述，他长期收购倒卖他

人身份证、信用卡等证件实施电信

诈骗，案发后他闻风而逃，对父母

和妻子谎称在外务工，只身一人在

外躲藏。一年多过去了，杨某以为

就此躲过一劫，才结束四处漂泊与

流浪的生活，谁知刚回到家中还不

到一个月的时间，竟被进村入户走

访的郭军建当场识破抓获。目前，

杨某已被邓州警方刑事拘留。6

保险杠碎片锁定肇事车辆

揭 开“ 网 恋 ”的 骗 局

本报讯 （记者张萌萌 通讯员
梅 华）窃贼偷盗钱包内银行卡后，

运用银行卡闪付功能“隔空盗刷”，

民警顺藤摸瓜，锁定嫌疑人踪迹，短

短 9天内将该案告破。

几天前，市公安局仲景派出所

一大队值班民警接 110指挥中心指

令：宛城区人民路万德隆服饰广场

附近一辆轿车内的钱包、手机被盗，

受害人还收到多条银行卡闪付消费

短信。接到指令后，值班民警高度重

视，迅速组织出警。到达现场后，民

警先是对现场进行了勘验，发现车

辆没有被破坏或者技术开锁的痕

迹，副驾驶车玻璃也完好，又询问了

报警人停车时的相关信息。

了解基本案情后，民警走访周

边门店群众，并调取了监控。但因超

市门前人流量与车流量较大，未发现

有价值的信息。民警毫不气馁，在整

理线索时发现，该犯罪嫌疑人得手

后，拿到受害人多张银行卡，多次用

银行卡闪付（1000元以下免密码支

付）消费。民警根据线索前往犯罪嫌

疑人消费的场所走访并查看监控，很

快锁定嫌疑人身份。随后经过研判锁

定嫌疑犯位置，近日，民警在宛城区

某商场内将犯罪嫌疑人当场抓获。

警方提醒大家，芯片银行卡大

多都有小额免密闪付功能，使用此

功能进行支付虽然快捷方便，但其

支付原理存在一定的风险。建议大

家及时了解自己所持银行卡的支付

规则 ,并妥善保管。6

■ 诚信建设万里行

坚持不懈
讨回 38 万元卖粮款

本报讯 （记者刘亚芳 通讯员

焦典范）6月 18 日，还未到上班时

间，农民代表杜某、杨某就早早

等 在 执 行 法 官 宋 兴 林 办 公 室 门

口，他们是代表 83 位农户来送感

谢信的。

案件要追溯到 2015 年麦收期

间，张某在社旗县某村开办粮食收

购站，杜某、杨某等 83 位农民把辛

苦打下的小麦卖给了张某，张某未

付现金，而是给 83位农民分别出具

了欠条。83位农民随后多次催要小

麦款，张某却推三阻四拒不支付。

后法院判令张某支付杜某、杨某等

83人小麦款共计 38万余元，但张某

拒不履行。

考虑到该案涉及人数较多，若

处置不当可能引发社会不安定因

素，宋法官收到案件后第一时间对

被执行人的家庭及财产状况进行调

查，却未发现张某有可供执行的财

产。但宋法官坚持不懈，多方调查

询问，终于查到张某建有大棚、板

房并涉及拆迁事宜，遂果断查封张

某所建大棚、板房。这一举动着实

让张某慌了神，眼看自己的赔偿款

要受到影响，不能因小失大，就立

即到法院履行了全部执行款，该案

圆满执结，83位农民的合法权益得

以维护。6

妨碍执行
赔礼道歉还被罚

本报讯 （记者刘亚芳 通讯员

马 骏 王新兵）6月 20日，宛城区法

院执行干警在执行公务时遭受阻

碍，该院对妨碍法院执行的案外人

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当天上午，该院执行干警在处

理刘某诉柳某民间借贷一案时，根

据刘某提供的线索，了解到被执行

人柳某正在市区一小区别墅从事装

修作业。执行干警抵达现场后，找

到正在组织施工的柳某，柳某非但

不配合法院执行，反而使用各种手

段拖延、阻碍执行。

当执行干警依法对柳某采取强

制拘传时，在现场务工的柳某的弟

弟及弟媳阻挠执行干警带离，并煽

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进行围堵。执行

干警及时向院领导汇报后，该院立

即启动执行应急处置机制，执行局

长王永兴紧急召集在院干警 25人、

法警 8人，驾驶 8辆警车迅速驱往现

场支援。

通过执行干警的释法明理，通

达事理的群众慢慢散去，但柳某及

其亲属仍毫无悔意，继续阻碍执

行。执行局长王永兴果断处置，依法

对妨碍法院执行公务的柳某弟弟及

弟媳拘传至法院进行讯问，根据其行

为分别作出拘留 15 日并罚款 1000
元的决定。柳某彻底打消了侥幸心

理，赶忙履行了 3万余元执行款。柳

某及其弟弟、弟媳也向执行干警求

情，为其不理智行为而道歉，并写了

悔过书。鉴于柳某弟弟及其弟媳承

认并改正错误，经依法训诫，宛城区

法院解除了对他们的拘留。6

执行联动
助受害家庭重燃希望

本报讯 （特约记者程远景 通

讯员顾东升 穆晓枫）6 月 18 日上

午，方城县券桥镇农民祝某山在妻

子的陪同下到方城县法院执行局，

从执行干警张晓手中接过了 34 万

元赔偿款，激动得泪流满面。

原来，祝某山于 2016 年 6 月被

袁某杰所驾驶的货车撞伤，造成三

级伤残，法院判决袁某杰赔偿祝某

山各项损失共计 30余万元，但袁某

杰拒不履行义务。执行干警张晓、

成广华等人多次到袁某杰所在的平

顶山市区，但袁某杰一直躲避执行，

其家人也声称无法与他取得联系，

让执行干警十余次组织行动均无功

而返。

面对无助的申请人，执行干警

一方面通过执行联动机制请求公安

机关协助抓捕被执行人，一方面向

祝某山及其妻子进行普法教育，提

出了通过追究被执行人拒执犯罪迫

使其履行义务的工作方案。终于，

在公安机关的密切配合下，袁某杰

于今年 5月 28日在平顶山市区被公

安机关控制。执行干警连夜将袁某

杰带回方城并实施司法拘留。在袁

某杰被拘留期间，执行干警多次对

其明理释法，但袁某杰仍然闭口不

谈履行赔偿义务的事。在这样的情

况下，祝某山选择通过法定程序向

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方城县法院受

理后，决定依法对袁某杰实施逮捕

措施。

6月 17日，在看守所内，袁某杰

认识到了其躲避执行的美梦已经破

裂，只好主动联系家人将 34 万元

赔偿款一次性履行完毕。至此，一

起执行干警连续为之奔波近两年的

民生案件，通过有效的执行联动

机制得以执行完毕，祝某山和他

的家人也终于重新燃起了对生活

的希望。6

唐河县法院抓住农村“三夏”农忙有利时机，对一批涉农村土地纠纷案

件开展集中执行，图为该院干警在上屯镇高庄村地头，对一起土地纠纷案件

进行现场调解 6 本报记者 刘亚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