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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时扫黑除恶扫黑除恶

本报讯 （通讯员吴源源）酒后

在小区内挪一下车，算不算醉驾

呢？答案是：算。近日，唐河县人

民法院发布一起危险驾驶罪典型

案例，被告人李某某犯危险驾驶

罪，免于刑事处罚。

2019 年 8 月 4 日 1 时 30 分许，

被告人李某某酒后驾驶小型普通

客车在唐河县某小区院内倒车时，

与居民李某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

致车辆受损。事故发生后引发双

方纠纷，李某的妻子谢某某拨打

110电话报警，唐河县交警大队民

警赶到后将李某某带至唐河县中

医院抽血备检。经南阳市公安局

交通事故鉴定所鉴定，从送检的被

告血液中检验出乙醇成分，其含量

为 223.96mg/100ml。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李某

某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辆在道路上

行驶，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

同时经查，被告人李某某挪车所在

的小区，门口虽有保安和门闸，但

仍允许不特定的社会车辆自由通

行，应认定此小区属半开放的小区，

小区内的道路亦属于危险驾驶罪中

规定的“道路”。由于被告人李某某

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构成

坦白，且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可对其从轻

处罚。最终被告人李某某犯罪情节

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对其免予刑

事处罚。②12

这种行为也属危险驾驶

法治一线

以案说法

通讯员 林清波

今年以来，卧龙区司法局坚持党

建引领，以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和司法

行政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为目标，不断

夯实基层基础工作着力点，积极提升

司法行政队伍能力，全面发挥司法行

政职能作用，为全区经济健康发展、社

会稳定营造和谐的法治环境。

党建引领显成效

优化组织构架，加强党员管理，全

面提升组织力。完善党员信息，抓好

党支部分类管理，切实加强二级单位

及律师党建工作。严格执行“三会一

课”、党员活动日等制度，狠抓党的组

织生活。定期通报违纪典型案例，不

断提高自身免疫力，做到警钟长鸣。

模范带动，选树身边典型。开展“出彩

司法人”评比活动，用身边的典型教育

引导全体党员干部。

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精准聚焦群众法律服务需求，积

极构建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充分

发挥司法行政各项职能，不断增强群

众对公共法律服务的满意度和获得

感。夯实服务平台。高标准建设公共

法律服务平台。积极培育司法行政领

域社会组织，建立完善志愿法律服务

管理制度，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

好局面。构建线上线下互通平台，完

善“点援制”。完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

体系，积极开展矛盾纠纷化解，认真开

展民间纠纷排查调处活动和黑恶势力

摸排工作，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强化组织领导。调整充实区法治

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举办

全区行政执法人员公共法律知识培训

班。增强了 1000余名行政执法人员的

服务意识、法治意识、程序意识、责任

意识。

不断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大力推行

村（居）法律顾问工作 ;加强社区矫正管

理 ;筑牢扫黑除恶安全墙 ;大抓基层基

础建设。

结合当前形势和普法任务，充分

运用“互联网 +法治宣传”新型媒体

和 出 动 宣 传 车 等 多 样 化 的 宣 传 模

式，广泛进行普法宣传，创新开展

了宪法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等

活动，延伸了基层法律触角，扩大

了法治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今年

以来共开展活动 104场次，受益群众

达 10万余人次。②12 执行现场

法治关注

卧 龙 区 司 法 局卧 龙 区 司 法 局 ：：

以良好法治环境护航经济发展以良好法治环境护航经济发展

特约记者 程远景 通讯员 向广程

他，凭着司法为民的执着追求，

坚持做正直人，干踏实事，默默奉献

着自己的青春；他，2019年全年结案

402 件，2020 年上半年结案 169 件，

结案数量和办案质效多年来均位居

法院前列；他，先后两次荣立南阳市

中级法院三等功，2019 年荣立河南

省高级法院二等功，获得市中级法

院 2020年度上半年“十佳办案标兵”

荣誉称号，他所在的赵河法庭 2019
年被市中级法院评为“优秀人民法

庭”。他就是方城县法院赵河法庭

庭长马跃富。

执法办案多面手

42岁的马跃富在方城县法院工

作已有 20余年，他总对庭里的年轻

同志说，要有深厚的法律功底和广

博的学识。他每天坚持阅读法院

报，掌握调解和办案技巧，碰到疑难

复杂的案件，他总是虚心与别人探

讨，在和其他法官的交流中找到解

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基层法庭案件类型多，各种各

样的难题层出不穷，熟悉他的人都

知道，马跃富面对当事人有“三种面

孔”。第一种是“黑脸包公”，审理案

件时马跃富总是公正客观，一丝不

苟；第二种是和蔼可亲的法律问题

解答员，耐心为群众答疑解惑；第三

种是“惹不起”的马法官，基层法庭面

对不懂法律的当事人较多，仍有部分

群众抱着谁闹谁有理的心态，干扰法

庭，马跃富往往三两句话阐明法律，

就能让这部分人“偃旗息鼓”，认识到

“闹”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点滴办案付真情

今年 8月初，马跃富在办理一起

离婚纠纷案件中，发现双方没有大

的矛盾，便决定到村里和当事人家

中了解情况。通过走访他得知，平

时夫妻俩感情较好，有一个仅四个

月大的女儿。考虑到年幼的孩子，

马跃富决定对二人进行调解。他前

后三次不厌其烦地做二人工作，劝

解男方多关心女方，劝解女方成立

家庭不易。两天后，小两口抱着女

儿，满面笑容到法庭撤诉。一纸“省

事”的判决可能造成一个破碎家庭

和一个无人照看的幼儿，而 10多个

小时的调解换来的却是一个重归和

睦的家庭。

无私奉献守初心

马跃富的妻子是一名基层公安

民警，2016年冬季的一天，妻子因为

工作忙不能接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

放学，让马跃富早点回去接孩子，结

果当天办理的案件比较复杂，一直开

庭到晚上八点多，当他接到蜷缩在校

门口又冻又饿的女儿后，女儿发高烧

病了一场，从此以后，妻子再也不敢

把接送孩子的事安排给他了。

马跃富凭着对法官职业的热爱

和对人民群众的无限忠诚，用“工匠

精神”办好每一起案件，展示了一名

基层法官平凡写春秋，人民满意我

心安的崇高境界。②12

做 正 直 人 干 踏 实 事做 正 直 人 干 踏 实 事
—记方城县人民法院赵河法庭庭长马跃富

法治人物

专题培训《民法典》
本报讯 （通讯员符 音）近日，内乡

县人民法院组织 60余名员额法官和法

官助理在西南政法大学开展为期一周的

《民法典》专题培训。

本次培训将主要围绕基层法院审判

实践中最常见的法律问题，如民间借贷

纠纷、婚姻家庭纠纷、担保制度问题等内

容进行重点讲解。②12

改善营商环境
本报讯 （通讯员王 崇）近日，镇平

县人民法院 40余名执行干警，分乘 8辆
警车，奔赴各个执行现场，开展执行行动。

本次行动主要针对涉及营商环境的

“五类案件”及涉民生案件。此次行动，共

搜查 1户，拘留 5人，拘传 13人，执结 1案，

和解 7案，执行标的 30余万元。②12

观看爱国影片
本报讯 （特约记者丁清凌 通讯员

张 晓）日前，卧龙区人民法院工会组织该

院干警观看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电影《金刚川》。

观影结束后，干警们纷纷表示，这部

影片将大家带回那段峥嵘岁月，重温了

那段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大

家看到了战争的残酷，也更加珍惜眼前

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在今后的工作和

生活中，必将爱国之情转化为具体行动，

以先辈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进取

精神为指引，立足本职岗位，发扬主动担

当的工作作风，守初心、担使命，为法院建

设取得更大进步作出新的贡献。②12

修复白河生态
本报讯 （通讯员赵晓东）11 月 18

日，新野县人民法院联合新野县人民检

察院、农业农村局、水利局、河长办等相

关单位，前往白河畔，组织开展公益诉讼

生态修复增殖放流活动。

两名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的缓

刑人员在法官、检察官、河长办工作人

员、水利水产工作人员的引导协助下将

251公斤鱼苗投放进白河。围观群众深

受教育，纷纷鼓掌称赞，对白河生态资源

修复活动表示大力支持。

“由于我法律意识淡薄，损害了白河

的生态环境，我为我的罪行向社会大众

道歉，我也将以此为戒，不做任何违法违

纪的事情，做懂法、守法的好公民！”缓刑

人薛某忏悔道。②12

本报讯（通讯员任卿瑞）

11月 17日，桐柏县人民法院

通过冻结老赖银行卡 ,顺利

执结了一起申请支付案件

受理费的执行案件。

2019年 7月 30日，刘某

驾车载李某在回家路上，不

慎撞倒两名路人，致一死一

伤。事故发生后，肇事者刘

某逃逸，坐在副驾驶位置的

车辆所有人李某并未制止

其行为。受害人家属将二

人诉至桐柏法院，法院依法

判决后，原告方得到了保险

公司支付的全部赔偿金，被

告刘某被依法判处有期徒

刑 四 年 。 案 件 受 理 费 用

11573元由被告刘某和李某

承担，但二人均拒绝缴纳。

执行立案后，执行员了

解到，被执行人刘某已被羁

押入狱,其家人无经济能力。

执行员便与另一被执行人李

某进行沟通,李某口头承诺缴

纳，却玩起了失踪。见此状

况，执行员向李某发短信释

明拒不履行判决义务的严重

后果，另一方面通过网络查

控系统对被执行人名下的存

款、房产、车辆等信息进行查

询。在李某仍无动于衷的情

况下，执行员对其银行卡进

行了冻结。

发现银行卡被冻结，李

某感到事情的严重性，随即

主动联系执行员 ,到法院缴

纳了案件受理费，该案得以

执结。②12

冻结老赖财产

本报讯 （通讯员赵 倩）

近日，宛城区人民法院审结

了一起十余名涉恶团伙犯

罪案。

公 诉 机 关 指 控 称 ，自

2016年至今，被告人李某为

获取非法利益，通过张某、

贾某东、刘某甫（均另案处

理）提供借贷资金，非法向

当地群众放高利贷，在借款

人未按期还款时，为索要债

务，先后纠集何某勇、田某

等 13 人，对借款人、担保人

采取殴打、威胁、喷字、堵锁

眼等手段强行讨要高利贷，

严重影响了当地群众的生

产经营及生活秩序，造成广

大群众恐慌。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

李某、何某勇等 13人分工明

确，以相对固定人员多次实施

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符

合恶势力犯罪团伙特征。

经庭审程序，以李某为

主犯的 13 人涉恶犯罪团伙

依法分别被判处 17 年到 10
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

对李某判处罚金人民币 13
万 元 ，冻 结 李 某 非 法 所

得。②12

涉恶团伙被判刑

法治动态

11月 17日，西峡县人民法院 20余辆警车组成车队绕城区主干道开展流动宣传普法活动

通讯员 王晶雅 李冬冬 摄

本报讯（特约记者丁俊良）

日前，西峡县公安局经过缜

密侦查，成功打掉一个跨境

网络赌博团伙，抓获犯罪嫌

疑人 6 人，斩断了一条从缅

甸延伸到我国境内的跨境

赌博利益链条。

今年 8 月份，家住西峡

县城的刘女士到朋友张某

家打麻将时，看到张某家有

一个网络赌博平台，就抱着

碰运气的心态试一试，不大

一会儿就赢了 16 万元。之

后，尝到甜头的刘女士又去

张某家玩，不料接连输掉 81
万元。

西峡县公安局军马河

派出所接到刘女士的报警

后，迅速组织警力进行调

查。9月 1日，民警将躲藏在

西峡县城某小区地下车库

的张某抓获。

经讯问得知，2019年以

来，家住西峡县军马河镇的

张某伙同杨某、常某等人在

西峡县城多处居所开设网

络赌场，长期组织人员聚众

参赌，从中抽取手续费，涉

案资金达 260万元。民警通

过调查发现，张某开设赌博

网站的服务器位于东南亚

缅甸，已有 120 万元资金流

向境外。

根 据 张 某 的 供 述 ，民

警顺线追踪，先后将该跨

境 网 络 赌 博 团 伙 成 员 杨

某、常某、董某、乔某、章某

抓获。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②12

破获跨境赌博案普法宣传

近日，应当事人申请，方城县公证处

指派公证员到博望镇田园青蛙养殖场，

依法对一个养殖池地表青蛙进行清点，

称重后运到附近张湾河放生 ②12
通讯员 贾庆仓 摄

本报讯 （特约记者牛

凌云 通讯员王永进 王丽

莉）近日，唐河县检察院向

该 县 司 法 局 发 出 检 察 建

议，督促该机构改正执行监

督方式，强化刑事禁止令刚

性执行。

8 月 13 日，唐河县检察

院在履职时发现，徐某兴因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食品犯罪，于 2019年 8月被

唐河县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

刑十个月，并处罚金 8000
元，缓刑一年，法院同时向其

宣告刑事禁止令，禁止其在

缓刑考验期内从事食品生

产、销售及相关活动。然而

在缓刑期间，徐某兴依然从

事生产、销售白酒黄酒活动，

唐河县市场监督局在执法检

查中，再次发现徐某兴生产、

销售的黄酒中含有防腐剂，

违反了禁止令要求。

8 月 20 日，唐河县检察

院针对社区矫正管理上存

在的漏洞，向司法局发出关

于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的检

察建议，建议司法局提高对

社区矫正工作的责任意识，

强化刑事禁止令的执行。同

时，检察院牵头与司法局、市

场监督管理局会签了《涉食

品、药品犯罪人员从业禁止

监督管理办法》。②12

强化矫正工作责任意识

本报讯（通讯员张振丽）

11月 18日，南召县法院组织

干警分赴各乡镇，开展进村

入户走访活动。

在走访过程中，南召县

法院干警认真听取群众意

见，倾听他们的诉求；对村

民提出的涉及婚姻家庭、

土地房屋等法律问题，现

场解答疑问，主动帮助村

民解决实际困难；并对他们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逐个做

好记录，认真汇总。在贫困

户家中，干警们走进村民的

香菇种植大棚，查看各项扶

贫政策落实情况及帮扶成

效，了解群众收入情况。此

次走访活动，南召县法院干

警分别入户走访了 100 余

户村民。②12

入户走访解民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