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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召县法院组织干警开展《民法典》集中宣传学习活动 ②5 通讯员 王 阳 摄

全媒体记者 张萌萌 通讯员 徐 文

“每当犯罪嫌疑人被绳之以法，受害人

的权益得以维护，我最有成就感。公平、正

义、法治、和谐……这些美好的字眼都得靠

我们每个人做好本职工作，汇聚所有的力

量，这个社会就可以变得更好。”9月 11日，

王一村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

王一村是卧龙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

部的一名员额检察官，出生于 1985年，阳光

帅气、干练沉稳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然而

就是这样一名年轻检察官的背后却有着“硕

果累累”的优秀业绩：自 2018年全国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他共办理涉黑恶案件

11件 60人，里面不乏一批有社会影响力的大

要案。其中，鸭河工区张某涉黑案，在王一村

的指导下，从一个仅 5名被告人、涉及 3个罪

名的恶势力团伙，办理成 18名被告人、涉及罪

名 9个、涉案金额 160余万元的涉黑犯罪集

团，彻底打掉了这个危害一方、严重影响社会

稳定的毒瘤。

他的勤勉踏实和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

赢得了各级领导和群众的广泛赞誉，近年来

先后荣获 2018年度“南阳市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先进个人”、2019年度“全市检察机关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先进个人”、2020年度“南阳市

检察机关第四届优秀公诉人”称号。

嫉恶如仇 心怀正义

“不放过一个犯罪嫌疑人，让行恶者得

到严惩，为受害者撑起保护伞，让老百姓有

说理的地方，是我一直坚守的信念。”

王一村于 2011年参加工作，先后在淅

川县检察院反贪局和卧龙区检察院反贪局

工作。长期的反贪工作经历坚定了他嫉恶

如仇、刚正不阿、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决心。

2018 年，王一村先后调至卧龙区检察

院侦查监督局和检察一部。办案中，他始终

以规范执法、秉公办案、维护群众利益的使

命和责任，践行着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初

心，所办案件没有出现任何纰漏和差错。

2018 年，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响

后，卧龙区检察院成立扫黑除恶办案组，业务

过硬、勤奋敬业、作风踏实的王一村被选至办

案组，成为该院扫黑除恶方阵的“排头兵”。在

承担院里日常刑事案件的批捕起诉工作的同

时，扫黑除恶案件也由他专办。这时，他嫉恶

如仇的检察官性格也得以充分展现。

在办理付某、郑某等人涉嫌敲诈勒索一

案中，王一村了解到，该恶势力团伙仅 2017
年至 2018年，就以唐山为中心，在山东、江

苏、河南等 5省，驾驶豪车，十几次故意剐蹭

大货车、公交车制造交通事故，敲诈勒索被

害车主或者保险公司 70多万元。对于该恶

势力团伙的嚣张气焰以及犯罪嫌疑人为非

作歹、欺压残害百姓，严重扰乱经济、社会生

活的恶劣行为，王一村下决心一定要查清事

实，确保案不漏人、人不漏罪，让所有犯罪行

为得到应有的惩罚。

他通过查阅卷宗材料，发现犯罪嫌疑人

付某供述曾经伙同王某，故意驾驶机动车互

撞，然后通过将交通事故起诉到唐山市路北

区法院的方式，非法获利。根据这一线索，他

指导办案机关到路北区法院，调取与付某与

王某身份信息有关的所有案卷材料，发现王

某又与刘某等人多次共同实施碰瓷，通过法

院虚假诉讼的手段，敲诈勒索被害人及保险

公司。最终，该案又依法追诉了另外 4名犯罪

嫌疑人，彻底打掉了该恶势力团伙。“追诉漏

罪漏犯，是检察官应有的责任之一，只有加大

监督力度，才能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勇于担当 迎难而上

“业务知识涵盖面广、对案件的把控力

强，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扫黑除恶

工作中敢于动真碰硬，勇于担当作为，是大

家学习的榜样！”卧龙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主任卫珂这样评价王一村。

作为院里的业务骨干和扫黑除恶工作

的主力军，王一村义无反顾地承担了大部分

的案件工作，晚上加班和周末只休一天是常

态，为了办案放弃节假日更是家常便饭。由

于他敢于拼搏，敢挑重担，院里的重大疑难

复杂案件都会交到他手上。

以刘某为首的一起恶势力团伙犯罪便

是一起棘手案件。2008至 2019年间，刘某

以“记者”身份自居，纠集他人长期在邓州市

实施诬告陷害、强迫交易、敲诈勒索、寻衅滋

事、妨害公务、非法转让和倒卖土地使用权

等犯罪活动，形成了以家族势力为纽带的恶

势力团伙。该犯罪团伙为树立“威名”，形成

不法影响，捏造事实，长期向中央、省、市各

级部门恶意诬告陷害当地各级党政领导，影

响极其恶劣。为攫取不法经济利益，维系该

恶势力团伙，刘某又将魔掌伸向了乡镇政府

机关、学校、企业等 29家单位，非法获利达

110多万元。

考虑到刘某在当地关系盘根错节，相关

部门将案件移交南阳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侦

办，市检察院又将该案的起诉工作指定卧龙

区检察院管辖。

有人说刘某常年告状，沾着谁告谁，尤

其是他会利用“记者”的身份引导舆论，打击

报复办案人员，这案能不办尽量别办。

但王一村不怕，“越在关键时刻，越要迎

难而上勇挑重担”。面对上级交办的任务，他

没有丝毫犹豫和推托，马上着手开展工作。

该案不但时间跨度大，而且事实多，案

件取证量大，光卷宗材料就有 47本，而案件

审查起诉的时间却很短。王一村平时加班

阅卷，认真梳理案件，放弃了周末休息，多次

来往邓州市，与专案组民警研判案件，指导

案件取证工作。通过仔细阅卷，王一村深刻

把握到了刘某等涉恶团伙严重污染当地政

治生态，利用“告状”的恶名攫取不法利益的

实质。由于有了充分的庭审准备，在公诉阶

段，他当庭有力指控了犯罪。最终，刘某被

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20年。

严谨求实 除恶务尽

“我的办案风格，就是严谨、不徇私、从严

办理，一定要对每一个细节仔细推敲，深挖彻

查，不枉不纵。”王一村这样总结。也正是这

样的专业、敬业精神，让他练就了独特本领，

办理了多起经得起推敲的铁案、精品案。

张某等 18人涉黑案是卧龙区检察院自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办理的第一例涉黑

案件，也是该院办理的第一例破坏选举罪的

刑事案件。这起案件的承办人也是王一村。

2019 年 2 月 22 日，南阳市公安局鸭河

工区派出所移送起诉张某等涉嫌破坏选举

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一案。王一村

经过阅卷，敏锐察觉到该案系把持基层政

权、操纵破坏基层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

压、残害群众的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是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确定的打击重点，该案可按涉

黑案件侦办。

随后，王一村多次与公安机关进行深入

细致的研讨，在侦查方向、犯罪嫌疑人确定、

证据调取等方面精准指导公安机关，针对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四个特征的认定，提出

了 40 余个补查方向，制作了“三图一表”。

在周密细致的工作下，最终，一个组织严密

的黑社会性质团伙清晰起来。此案报省检

察院扫黑组，省检察院扫黑组一致认为该案

是当前扫黑除恶工作中重点打击的“村霸”

类把持基层政权的涉黑案件。

起诉后，王一村又多次与卧龙区法院沟

通，严审细查，深挖余罪漏犯，全程跟进案

件。最终，将这个仅 5名被告人、涉及 3个罪

名的恶势力团伙，办理成 18名被告人、涉及

罪名 9个、涉案金额 160余万元的涉黑犯罪

集团。该案的成功办理，扩大了扫黑除恶战

果，有效地震慑、挽救、教育了一大批基层村

委干部，取得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

效果的统一。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事关社会稳定和国

家长治久安，也事关人心向背和基层政权的

巩固，在这场征途中，正是有了像王一村这

样的实干家，他们把每一起案件办到极致，

带着拼劲和硬劲鞭挞黑恶势力、维护公平正

义，以法为剑，以理为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检察官的责任与担当。②5

县级选拔获胜
本报讯 （通讯员王新兵）近日，社旗县举办“豫

学习豫出彩”第二届“学习强国”河南省千万学员万

场答题挑战赛社旗县选拔赛，社旗县法院选送的 3
名干警凭着丰富的知识储备和答题技巧全部荣获

市级参赛资格。

本次比赛在全县 16个乡镇（街道）和近 30个县直

单位的 100余名选手中展开，可谓高手云集，竞争激

烈。比赛形式以“学习强国”APP“挑战答题”为基本形

式，在规定的 90分钟内答题多者为胜，选拔 8名选手

参加市级挑战赛。②5

开展专题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徐明明）日前，桐柏县 2020年

行政执法公共法律知识培训班在县宣传文化中心

开班。桐柏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陈新奇受

邀为桐柏县各乡镇、各行政执法单位业务骨干作专

题培训。

培训重点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方面的相关内容进行了

讲解，同时还现场针对参训单位提出的问题进行了

解答及交流。培训结束后，参训人员反响强烈，表

示授课内容既有理论高度，又深度结合工作实际，

对规范执法单位从政、执法、应诉行为有很好的指

导作用。②5

护航乡村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马自杰 王铁涛）近日，高新区

人民检察院、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司法分局在示范区

新店乡新店村组织开展“法律明白人”培训会暨《民

法典》宣传活动，用法治护航乡村振兴。

培训会上，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司法分局局长对

开展“法律明白人”工作的意义和职责等进行了讲

解，让群众对“法律明白人”工作有了全新更透彻的

了解。高新区人民检察院示范区联络处工作人员

结合实际案例讲解，让群众加深对相关法律条文的

印象和理解。南阳市威武律师事务所律师就工作

生活中遇到的各方面实际问题进行了讲解。②5

惩 恶 扬 善 践 初 心 坚 守 正 义 铸 检 魂
——记卧龙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王一村

本报讯 （通讯员田 洋）

“真没想到，我躲这么远你们

还能找到我。”日前，内乡县

人民法院执行局里，还完欠

款的王某由衷感慨。

2018 年，王某以生意周

转 为 由 向 邻 居 吴 某 借 款

3000元迟迟不还，多次追讨

无果后，吴某将王某诉至法

院。但判决生效后，王某并

未按照判决书内容履行偿还

义务，吴某依法向内乡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内乡法院执行干警一行

四人奔赴西峡县执行，得益

于事先已做好的周密部署，

执行干警抵达后迅速锁定了

王某所在位置，并成功将其

拘传至内乡法院。

最终，经过几个小时的

劝说，王某想要继续赖账的

心理防线彻底崩塌，当场将

3000元执行款交至法院，案

件顺利执结。②5

异地追讨 案件执结

本报讯 （通讯员周同玺

刘世良）近日，社旗县公安局

组织交警、饶良派出所民警，

在饶良主要路段开展查酒驾

集中行动，将二次酒驾不思悔

改的赵某刑事拘留。

当天下午大约 6 时许，

有群众到执勤卡点报警称，

执勤点南方大约 100 米处，

一男子骑无牌摩托车正与路

人发生争执。民警到达现场

后，发现该男子酒气浓烈、醉

眼惺忪，经现场检测提示为

醉酒驾驶。

赵某被带至办案中心

后，民警一眼认出，还是“老

熟人”啊！原来，今年 4月 13
日，赵某因酒后驾驶无牌摩

托车被当场查获，其酒精呼

气检测为 48mg/100ml，赵某

被合并处罚 1400元。

而这次，民警现场对赵

某 血 醇 检 测 显 示 为

221.13mg/100ml。对于赵某

二次酒驾不思悔改的行为，民

警将其依法刑事拘留。②5

二次酒驾 刑事拘留

法治动态

本报讯 （通讯员谢 瑾）近

日，唐河县法院集中对以宁某为

首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

组织案件的 6名受害人进行集中

退赔，退赔金额共计 26.1万元。

2015年，宁某以开发房产为

由，要购买高某位于源潭镇的老

房子，遭到高某拒绝。后宁某以

滋扰、威胁等手段，迫使高某出售

房屋。两人签订协议，房屋建好

后宁某给高某房屋两间，与旧房

屋相互置换。但房屋建好后，宁

某以房子质量好、面积大为由敲

诈勒索高某 4.5万元。除了被害

人高某外，以宁某为首的犯罪团

伙还对其他被害人多次实施强迫

交易、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违法

犯罪行为，扰乱当地的社会秩序，

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本案受害群众多，社会影响

大，进入执行程序后，唐河县法院

高度重视，组织精干力量追缴、查

封涉案财物，采取多种执行措施，

彻底查清涉黑恶财产，彻底摧毁黑

恶势力的经济基础。②5

集中退赔受害人

本报讯 （特约记者丁清凌）

日前，卧龙区人民法院七里园法

庭深入冯楼村文化大院，巡回审

判一起相邻排水纠纷案件，吸引

不少村民前来旁观。

原告王某与被告骞某系邻

居，王某因生活需要在家门口进行

下水道改造及路面硬化，但被告骞

某以该土地系被告使用为由阻止

原告进行改造，双方为此发生纠

纷，经村委会多次调解无果，王某

一纸诉状将骞某诉至法院，请求

依法判令骞某不得阻拦原告施

工。本案中，被告骞某现使用的

宅基地与原告铺设排水管道所经

过的争议土地并不相连。法庭审

理后遂当庭判决，原告王某在铺

设排水管道后应将地面恢复平

整，被告骞某不得阻拦。②5

王一村正在审阅案件

本报讯 （通讯员冯建

伟）近日，内乡县人民检察院

针对两起涉及非法占地的行

政诉讼监督案件，组织召开

了公开听证会。

此次公开听证的案件是

赵某、沈某申请监督依法撤

销有关部门行政处罚决定书

及依法监督县人民法院停止

执行行政裁定书的案件。承

办检察官详细介绍了调查核

实情况和拟监督意见：拟建

议有关部门依法纠正所作

出的错误行政处罚决定，并

对非法占地的实际行为人

进行处罚，拟建议县人民法

院暂停对赵某和沈某的强

制执行。

各位听证员就案件事实、

法律适用、非诉执行等方面的

问题向案件承办人、申请人、

被申请人作进一步的了解，

逐一发表意见，认为检察院

既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又注

重化解社会矛盾，一致赞同

检察院的监督意见。②5

公开听证 化解争议

巡回审判定纷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