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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萌萌 通讯

员秦瑞艳）监控中，民警看到违法

嫌疑女子趁一名男子醉酒盗走其

手机，恰巧入户走访时，民警遇到

该女子，一眼便认出了她。

几天前的一天晚上，霍先生

和朋友们一起吃饭，醉酒后躺在

宛城区建业凯旋广场喷泉中间的

石台上睡着了。等他酒醒后发现

自己的手机不见了，遂报警。市

公安局仲景派出所四大队民警卢

波、尚光磊通过调取周边监控，发

现是一女子趁霍先生醉酒后熟睡

之 际 ，将 其 放 在 身 旁 的 手 机 盗

走。虽然该女子特征明显，但是

无法确认身份。

几天后，民警卢波、尚光磊根

据安排部署，到宛城区孔明路某

小区入户走访时，进入某户人家，

一眼便发现该户女主人王某与被

盗现场的违法嫌疑人外貌一样，

且门口放的鞋子与案件现场违法

嫌疑人所穿鞋子的颜色和款式都

相同。于是，民警卢波和尚光磊

在对该户人家登记后，旁敲侧击

地问女主人上个月是否去过建业

凯旋广场、是否有违法行为。王

某一听，知道瞒不过去了，坦白了

自己一时贪念，在建业凯旋广场

趁一醉酒男子熟睡之际，盗窃男

子身旁手机的违法事实。

之后，王某积极赔偿了霍

先生的损失，也认识到了自己

的错误。仲景派出所依法对王

某作出了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

处罚。⑬6

民警只瞥一眼 锁定盗窃女子

特约记者 丁俊良

几天前，西峡县公安局回车

派出所所长丁剑潇在辖区吴岗村

走访时，了解到该村郭营组村民

郭某从 2013年身患强直性脊柱炎

至今，全身僵硬，卧床长达 6年之

久，吃喝拉撒全靠家人照顾，家中

为其治病不堪重负。2017年郭某

家被确定为贫困户，郭某享受国

家低保等政策救助。今年 3月份，

郭某的居民身份证遗失，家人为

其办理相关手续时，多次因无居

民身份证而受影响。

获悉这一情况后，丁剑潇决

定为其补办居民身份证。一般情

况下，居民办理身份证，需要到户

籍所在地派出所拍张身份证照

片，并出具相关手续。但郭某下

床都异常困难，再到距家十公里

的派出所办理身份证根本不可

能。丁剑潇决定上门免费为郭某

办理居民身份证。

炎炎夏日，骄阳似火，室外

温度高达 39摄氏度。丁剑潇到西

峡县公安局宣传科借了一部高像

素照相机，随同吴岗村治安主任

再次到郭某家。丁剑潇进入郭某

的卧室，询问其病情及治疗情

况，并协助其家人将其扶上轮

椅，推到室外。郭某全身僵直，

身体稍有变形就疼痛难忍。丁剑

潇一边安抚，一边指导其家人和

邻居将他身体扶正。由于郭某的

头部一直后仰，低不下来，丁剑

潇只好站在一米左右高的凳子

上，反复移动位置，选取拍摄角

度进行反复拍照，最终照了 20余
张照片。照相完成后，丁剑潇协

助郭某家人将其扶回床上，并送

上慰问金。

返回派出所后，丁剑潇迅速

将相机照片导入电脑，由户籍民

警进行筛选和编辑，在网上为郭

某申请办理居民身份证。民警承

诺以最快的速度办好居民身份

证，并主动上门将身份证送到郭

某手中。⑬6

上 门 办 证

通讯员 曾照云

不知不觉，女户籍辅警张正变

已经在内乡县公安局马山口派出

所工作了将近 12个年头，从一个意

气风发的青年步入中年。如果让

她说一说这些年跟爱人“轧”过的

马路、陪孩子去过的游乐场，也许

张正变一时半会真答不上来，可是

要让她说一说马山口镇有多少人、

几个村，还有几个户口“疑难杂症”

需要解决，她能如数家珍侃侃而谈

一上午。作为所里的户籍辅警，张

正变把户籍窗口作为联系群众的

纽带，把便民、利民贯穿到工作中

的每一个环节，凭着一颗为民服务

的诚心，在平凡的岗位上谱写了一

曲曲感人的乐章。

参加公安工作伊始，张正变便

时刻以一名民警的身份严格要求

自己，她深知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

户籍辅警，就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

业务素质、工作水平。为了能更好

地服务群众，她刻苦钻研业务，很

快掌握了档案管理、居民身份证办

理等户籍业务。马山口镇辖区实

有人口 6万多人，流动人口也比较

大，每天都有大量的身份证照片的

采集、信息登记工作。尤其是在每

年八年级学生集中申领二代证时，

大厅里经常被来办证的学生挤得

严严实实。为了不耽误学生使用，

她宁肯放弃午休、下午延后下班，

一刻不停地重复着拍照、采集指

纹、登记录入的动作，似乎不知疲

倦更没有厌烦，直到最后一名学生

离开，她才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家。

在户籍工作岗位上，每天要面

对许多前来办事、咨询的群众，她

凭着扎实的业务能力，让每个前来

办理业务的人满意而归，有不能确

切回复的，她就及时和上级户政领

导联系，确保有问必答、热情细

致。尤其在全市公安工作创新窗

口服务推行“一次办妥”后，张正变

就精心制作了“一次性告知便条”，

使每一位前来办理业务且手续齐

全的群众能一次办结的，全部当场

办结，不能一次办结需要审批的，

告知其办理时限，确实因为手续不

齐的，告知其需要带齐的手续材

料，绝不让群众多跑。

2017 年自全国无户口人员全

面登记开始，张正变与户籍民警积

极响应，召集各村治保主任登记各

类无户口人员，又联系马山口镇扶

贫办工作人员，双管齐下，以确保

村不漏户，户不漏人，使每个无户

口人员都登记造册。特别是服务

贫困户家庭，上班时间无法离开，

就利用下班时间到村入户，调查核

实，采集照片，仅 2017 年就补录各

类无户口人员 64人，为辖区贫困户

及时享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今年二月份的一天晚上 7时左

右，天已经完全黑了，在所里加班

整理完档案的张正变刚要离开，

看到一位老太太在派出所门口左

顾右盼，神情很是着急。热心的

张正变走过去询问：“大婶，有啥

事啊？”“唉！村里给我们集中办

理养老保险，可是我家户口簿找

不 到 了 ， 没 想 到 赶 来 都 这 么 晚

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办了，我

想问问又不好意思。”听了老太太

的话，张正变微笑着把老太太扶

到办事大厅，一边走一边说：“能

办能办，您这么大岁数了，摸黑

跑来咋能让您空手回去哩！”说

完，张正变打开电脑，很快为老

人打印出了一本户口簿。

由于公安工作的特殊性，加班

加点是经常的事，忙于工作的张正

变无暇顾及年幼的孩子，无数次孩

子生病了只能靠年迈的父母带去

看病照顾。尽管如此，张正变无怨

无悔。户籍工作琐碎繁杂，她却十

几年如一日，始终以对人民群众高

度负责的精神勤奋工作，想方设法

地便民、利民，为民解忧，用优质高

效的服务赢得了群众的高度评价，

让警民和谐之花在自己的精心呵

护下盛开。⑬6

用心浇灌警民和谐之花

本报讯 （记者王 淼 通讯员

武书强 熊 建）深夜漆黑的路面

上，一辆车碾轧过一团软乎乎的东

西，司机下车一看，大吃一惊，居然

是一具尸体。接到报警后，南召交

警经过紧张排查，认定肇事逃逸的

车为奥迪 Q7，40个小时后将肇事司

机抓获。

7 月 18 日深夜，新修的 207 国

道南召县城郊乡董店河桥路段漆

黑一片，车少人稀。晚上 10 时 10
分许，城郊乡村民杨某驾驶小型客

车行驶至该路段时，看到不远处路

边有一团黑色的东西，他以为是废

旧塑料，便不经意从“塑料堆”旁驶

过，他突然感到“塑料堆”软乎乎的

不太对劲，遂停车查看，原来是一

具已经被轧死的尸体。他急忙报

警并向迅速赶来的民警说明情况

自证清白。交警连夜对杨某所驾

车辆碾轧痕迹和与死者接触部位

进行检验，排除了杨某肇事的嫌

疑，同时通过多方查证很快确定死

者为南召县崔庄乡 63 岁的聋哑人

王某。王某当天傍晚乘车到县城

医院看望病人，下错了站点迷路至

此遭此惨祸。

交警对现场碾轧死者衣物的

车辆轮胎花纹、现场遗留的车轮

胎所黏附的泥土痕迹及尸体组织

压力检验等情况综合分析，判断

肇事车为小型轿车。通过进一步

细查现场，民警们又有了新的发

现。资深修车师傅辨认肇事车辆

刹车时留在现场的轮胎所黏附的

泥土痕迹，判断该车为新款奥迪

轿车。同时交警又在现场提取了

两个轿车底盘塑胶支架，支架上

的英文字母显示该车为新款奥迪

Q7越野车。确定肇事车型后，警

方通过排查，找到了这辆肇事逃

逸的新款奥迪 Q7越野车。网上查

询显示，该车车主为南召县城关

镇 54岁的王某。7月 20日下午 5时
许，距事故发生 40个小时后，民警

依法对王某传唤，他在确凿的证据

面前对肇事逃逸供认不讳，目前案

件正在办理中。⑬6

肇事现场细排查 泥土痕迹现真凶

本报讯 （记者刘亚芳 通讯员

王萨娜）7月 26日一大早，西峡县法

院的执行接待室坐满了申请人，执

行干警有序地安排这些申请人办理

领款手续。

这批工人受雇佣于西峡某铸钢

公司，该公司由于经营不善面临破

产，工人们的工资一直被拖欠。为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殷某等多名

工人将该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该公

司支付自己被拖欠的工资款。经西

峡县法院依法审理，判决该公司支

付工人全部劳动报酬。但是因该公

司拒不履行，工人们申请法院强制

执行。

执行干警经过调查，了解到该

公司因经营不善，负债累累，面临停

产，申请执行该公司的案件标的就

高达千万余元，另外还有几起案件

正在审理中，标的也很大，该公司法

人外出躲债，下落不明，无可供执行

财产。案件一时陷入僵局，工人们

为一直拿不到工资款，无法生活，心

情焦急。该起棘手的案件像一块沉

重的石头压在执行干警的心里，但

执行干警丝毫没放松对该公司的调

查。一次偶然的机会，执行干警发

现该公司被其他地方查封的机械设

备已经到期，并没有人续封。2018
年中旬，执行干警利用集中执行活

动，邀请了西峡县人大代表全程监

督，将该公司的机械设备进行查

封。随后执行干警奔赴各地，从中

协调，经过长达一年的时间，该批查

封的机械设备得以变卖，执行干警

拿起手里的名单，通知申请人前来

领款。7月 26日，第一批工人到西

峡县法院，办理了领款手续，脸上洋

溢着欢喜的笑容。执行干警表示，

后续还有一大批该起案件的申请

人，法院将依次联系，早日让工人们

拿到属于自己的血汗钱。

干警全力执行 工人喜领工资

本报讯 （记者张 罡 王 淼 通

讯员吴源源）7月 23日，唐河县法院

执行局开展清场腾房执行行动，20
多名执行人员冒着酷暑，对唐河县

城繁华地段的一处门面房进行强制

腾房，这一行动获得围观群众的交

口称赞。

申请人吴某与被执行人李某、

郝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吴某支

付了全部房款。该门面房出售后，

当地的房价涨了，李某、郝某觉得房

子卖的价低了，就一直没有向吴某

交付房屋。无奈，吴某诉至法院。

唐河县法院和市中级法院经一审、

二审判定：李某、郝某将房屋腾清，

交给吴某。判决生效后，李某、郝某

拒不履行。

2019年 5月 31日，执行法官依

法向社会发布了该房屋的腾退公

告，但李某、郝某多次拒接执行

法官的电话，对此事置若罔闻。7
月 23 日上午，唐河县法院出动 20
多名执行人员，对涉执房产强制

腾 房 。 执 行 人 员 赶 到 清 场 现 场

后，发现有两间门面房的房门紧

锁着，另一间的房门没有上锁，

遂找来搬家公司的搬运工，把未

上锁房间里的物品一件件搬出，

又请来专业开锁人员准备强行打

开两间紧锁的门面房时，一男子

才从屋内打开房门。紧接着，房

内的物品经清点，由公证处人员

全程见证公证后，执行人员和搬

运工有序地将物品搬离现场。执

行行动一直持续了 5 个多小时 ,为
了不影响进度，执行人员一直坚

守在清场现场 ,中午只简单地吃了

一份盒饭后就又投入工作中。过

往群众了解了案情后，对法院的

强制执行行动纷纷点赞。⑬6

法院强制腾房 群众交口称赞

本报讯 （记者王 淼 通讯员

周 勤 任远征）申请人通过司法拍

卖竞得被执行公司的机器设备及采

矿权后，被执行公司却拒不交付。7
月 25日上午，宛城区法院执行局 20
余人顶着酷暑到涉案公司所在山区

开展强制执行。

南阳某实业公司与李某经营的

三家公司（两家灰岩矿公司及一家

建筑石材公司）因合同纠纷诉至法

院。诉讼中，法院依法保全了三家

公司的机器设备。法院审理后依法

解除了双方的合同，判决李某经营

的三家公司清偿实业公司借款 690
万元及利息，并支付原告利润款

151.8万元。判决生效后，实业公司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依

法查封了被执行人建筑石材公司的

采矿权。因被执行公司拒不履行，

法院依法拍卖了审理期间保全的机

器设备及查封的采矿权，申请人竞

买成功。随后，法院将上述拍卖资

产全部转交申请人。

因被执行公司拒不配合交付采

矿权及设备，7月 25日，宛城区法院

执行局决定到涉案矿山所在地强制

执行。当天上午，执行干警顶着近

40 摄氏度的高温赶到涉案矿山山

顶，对照清单，在公证人员的见证下

将被执行的矿产资源及机器设备顺

利交付给买受人，并向案外人释法，

协助双方达成和解。

买受人签收矿产资源及设备

后，当即将矿山之前生产的石子装

车运往山下，满载石子的车辆却在

下山途中又遭到两名案外人的阻

拦，两名案外人赤手站在路中间，不

让货车前行。执行干警闻讯立即赶

往现场，耐心向案外人释法：“这个

矿已经转移到了实业公司名下，所

有权已发生变化，你与原公司的纠

纷应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擅自干扰、

阻拦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在公

安机关的配合下，案外人被带离现

场，买受人的正常生产经营得以顺

利进行。

至此，案件顺利执行完毕。⑬6

顶酷暑强执行 依法保障权益

办理业务 通讯员 曾照云 摄

西峡县法院开展环保主题法治宣传活动，法官们走乡入户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解答法律咨询，为助力

环境保护和美丽乡村建设贡献力量 ⑬6 本报记者 刘亚芳 通讯员 王晶雅 摄

内乡县交警大队到辖区王店镇堰张村，为该村的留守村民开展生动的

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讲座，引导村民们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养成文明出行的好习惯 ⑬6 通讯员 曾照云 摄

西峡县举办一系列全民体育运动赛事，图为西峡县检察院干警参加羽

毛球比赛的场景 ⑬6 通讯员 马志全 张 权 摄

法官耐心调解
纠纷案结事了

本报讯 （通讯员王 淼 王 崇）

7月 23日，在镇平县法院，原、被告

一起找到姜赟法官，对其不厌其烦、

耐心调解表示感谢。

赵甲是赵乙和其妻子吕某的婶

婶，双方又是邻居。2017年 4月，赵

甲与赵乙因为出路问题发生争执，

赵乙将赵甲打伤，双方没有对治疗

费达成一致意见。今年 2月，吕某

将赵甲的楼门头及院墙推倒，给赵

甲造成了财产损失。赵甲分别以健

康权纠纷为由将赵乙、以财产损害

赔偿纠纷为由将吕某诉至镇平县法

院。

姜赟法官接手案件后，考虑到

原、被告的特殊关系，决定以调解为

主，他多次带领书记员到原、被告家

中进行调解，由于双方矛盾由来已

久，一直达不成调解意见。无奈之

下，进行了开庭审理。庭审活动结

束后，姜法官又通过原、被告的代理

人、村干部继续做双方的工作，经过

不懈努力，原被、告终于达成调解意

见，案结事了。⑬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