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侦查办案中，他是一个孜孜不倦、坚守一线的“超人”；破
案追踪中，他是一只嗅觉灵敏、奋勇突击的“猎豹”；疑案丛丛
中，他是一位心思缜密、洞察入微的“儒将”……

这位刑警，就是市公安局犯罪侦查支队直属二大队中队
长刘松。参加公安工作以来，他以对刑侦工作和公安事业的
无限忠诚，侦破刑事案件 110余起，无一起案件被行政复议
及提起行政诉讼。近年来，他先后两次荣获“商丘市优秀人
民警察”称号，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2018年1月被市公安局
评为“十大杰出卫士”。

亮剑新型犯罪，攻破全省首例大型电信诈骗案

2012年 2月，我市一业务员乔某在银行汇款时，收到一
条“卡片折损，需更改汇款账号的信息”。一时被这条信息蒙
蔽的乔某，以为是对方客户发来的信息，顺手将 175万元现
金汇进了更改后的账号，不料，遭遇诈骗。

乔某前往刑警大队报警后，刘松立即着手侦查，并紧急
冻结了嫌疑人账号。当天夜里，他便组织警力前往湖南长
沙，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追踪侦查。

这起电信诈骗案数额大，此类案件之前从没侦办过，一
时，刘松和民警感到压力巨大。在长沙十余天的时间里，他
们白天摸排嫌疑人的下落，晚上分析、梳理信息。为挤出更
多的时间，刘松和民警吃饭尽可能从简，沿街查找时，手里拿
着烧饼边啃边走，夜间则是一边吃泡面，一边分析案情。

苦苦寻觅，终见曙光。当年 2月 14日，刘松和民警在蹲
守布控中将电信诈骗嫌疑人肖某、贺某抓获归案，将受害人
被骗的175万元现金悉数追回。

随后，刘松带领民警辗转多个省市，跨越大半中国，一路
饱尝艰辛，又带破同类电信诈骗案件 20余起，涉案金额 184
万余元。此案的成功突破，成为全省首例公安机关侦办的大
型电信诈骗案。

近年来，随着通信网络的发达，电信诈骗违法犯罪活动
时有发生，严重干扰了经济秩序。侦办此类案件需要的是抽
丝剥茧的推断力、锲而不舍的攻坚力。

2017年6月初，辖区一群众报案，称通过网络订购“减肥
药”被诈骗两万余元，之后对方消失。

在掌握嫌疑人盘踞广东一带的线索后，刘松带队前往
追击。工作了五天五夜后，他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藏身窝
点。在没有车辆、警力吃紧的情况下，他们就在犯罪嫌疑
人主要出入的地点蹲守。

这一守就是十余天，其间，他们忍耐着酷暑和蚊虫叮
咬，最终成功打掉了这个以张某、许某为首的特大电信诈
骗团伙，有力地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在此案的侦破中，刘松和民警远赴广州市开展工作一月

有余，参与抓获犯罪嫌疑人 121人，冻结诈骗资金 2800余万
元，破获案件3万余起。

发扬奋战精神，打防犯罪战场上竭力奉献

警情就是命令，现场就是战场。多年来，刘松坚持迎难
而上的奋战精神，为重大案件的侦破一直竭力奉献着。

2015年 1月 24日，睢阳区坞墙镇发生一起命案。在这
起命案排查中，刘松想方设法，运用各种办法查找破案线
索。他以排查犯罪嫌疑人现场遗留的手电筒的卖家为突破
口，缩小了侦查范围，进而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张某。

同年，刘松相继破获“翟某系列流窜抢劫、抢夺老人
财物案”“宋某系列盗窃电动车案”和“2015 · 3 · 15”、

“2015 · 4 · 30”赵某持刀抢劫案等重大系列案件，破获各
类刑事案件80余起，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35人，批准逮捕
28人，公诉28人。

打击犯罪是为了更好地预防和教育犯罪，对此，刘松在
办案中有着深刻的认识。

今年 1月份，刘松办理的一起系列手机盗窃案中，犯罪
嫌疑人30多岁，家境困难，家中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妻子
面对丈夫盗窃入狱一事，一时思想上波动很大，产生了离家
出走或离婚的想法。

针对此情此景，刘松与犯罪嫌疑人谈心交流，促其主动
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这名犯罪嫌疑人在刘松的思想教
育下，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随后，刘松又对犯罪嫌疑人的妻子及家人做工作：“别的
不为，就为了两个年龄这么小的孩子，也要把日子坚强地过

下去。你丈夫现在非常悔恨自己的行为，等他出来后，这个
家还是圆满、幸福的！”

一番真诚的思想教育，让这名犯罪嫌疑人的妻子打消了
顾虑，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刘松设身处地的工
作，赢得了这家人的信赖和好评。

今年 2月份，这名犯罪嫌疑人家也遭了贼，下地劳动回
家的妻子和家人恰巧把小偷堵在了屋里。随即，这名嫌疑人
的妻子拨打了刘松的电话报警。正在外地出差办案的刘松
遂安排两名警力把小偷带回大队审讯，上演了一幕“警爱民
来民拥警、警民联手共打防”的现实版“话剧”。

始终箭在弦上，他一直在侦查办案的征途中

身为一名刑警，工作起来常常身不由己。一个警情、一
个电话，就能使睡着或吃饭中的刘松立刻出发，因为他始终
箭在弦上；一起案件的攻坚、一个嫌疑人的追击，就有可能使
刘松赴外侦查十天半个月不回家，即使在大队里，他也为了
整理案卷或分析研判一熬一个夜晚，因为侦查办案他一直在
路上。

日常工作中，刘松把家当做了“旅馆”。
去年冬天，刘松参与侦破一起重大诈骗案，在外地一连

出差 40天。破案后，当他回到家中时，儿子竟然不认识他
了，他一抱孩子，孩子就哭。

刘松说：“我常常觉得很愧疚，不能一起陪伴孩子成长。”
从警以来，刘松家里的所有重活、脏活都落在妻子一个

人的肩上，但妻子时常对他说：“家里的事你不要操心，把工
作干好就是对我和孩子最好的回报。”

刘松觉得亏欠妻子，但同时也感谢妻子的支持和理解：
“是她的付出才能让我安心工作！”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峥嵘岁月、艰险相伴。从事过刑侦
工作的人，最懂得刑警的付出；接触过刑警的人，最明白刑侦
工作的甘苦。市公安局犯罪侦查支队直属二大队大队长王
振峰告诉记者：“刘松凭着对刑侦事业的追求和对党和人民
的忠诚，不忘初心、奋发有为，用热血和汗水守护着辖区的安
宁祥和，用担当和使命演绎着刑侦平凡工作中的不平凡，真
正是一棵大雪压不跨、大风吹不弯的挺拔的青松！”

市公安局犯罪侦查支队直属二大队中队长刘松：

寄言青松姿 岂羡朱槿荣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冰 李良勇 通讯员 白金中

扫黑除恶
进行时

连日来，市公安局民警深入人流密集区域，通过走访
和发放传单等形式，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相关政策，
鼓励引导广大群
众自觉遵守法律
法规，举报涉黑
涉恶违法犯罪线
索。李春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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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杰出卫士风采十大杰出卫士风采
主办主办：：
商丘日报报业集团法制新闻部商丘日报报业集团法制新闻部

商丘“十大杰出卫士”刘松。

本报讯（记者 王 冰 通讯员 张 伟 文 莲）作为全省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地区，近日，市中级人民法
院、市司法局、市律师协会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刑事案件
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此举标志着我市刑
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全面启动。

我市将建立全市刑辩律师名册，实行律师资源动态调
配机制。在全市选取热爱刑事辩护业务、热心公益，并且
承诺年度办理 5 件以上刑事案件的律师组建刑辩律师名
册，由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刑辩律师名册律师办理刑
事案件。

意见指出，要完善刑事案件律师会见制度，不断提高
辩护质量。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采取日常评估与集中评估
相结合的方法，以切实提高刑事案件辩护质量。要提高刑
事法律援助案件律师办案成本费用标准。通过提高律师办
案成本费用标准，进一步激励律师积极参与全覆盖试点工
作，激发律师办案积极性，从根本上解决律师参与工作积
极性不高的问题，持续提升律师办案质量。要加强组织领
导和协作配合。将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纳入律师
执业年度考核体系，并作为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绩效
考核的重要内容，督促相关人员履行职责。

我市刑事案件律师辩护
全覆盖试点工作启动

市民咨询：近日，市民周先生咨询律师：我国《民法总则》
（下称《总则》）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有哪些规定？

国家一级律师、河南向东律师事务所主任崔向东，法学博
士、资深律师、商丘师范学院法学教研室主任杨世建答复：

《总则》的第六章第三节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作了明确
规定。其中第一百五十二条至第一百五十七条内容如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
权；（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
使撤销权；（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
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
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
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
为无效。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
事法律行为无效。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
有法律约束力。民事法律行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
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
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
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
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
各自承担相应的
责任。法律另有
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
栏目主持：王富兴

近日，全市检察机关“法治进校园”宣讲团分别走进梁
园区孙福集一中、商丘师范学院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向学生
们发放法律宣传单，赠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书籍等。

尚林杰 卫 剑 摄

4月4日，睢县人民检察院全体干警在该县西陵寺镇金
陵村举行“主题党日+脱贫攻坚”誓师大会。在雄壮的国
歌声中，全院干警与西陵寺镇金陵村党支部全体成员及村
委会干部一起举行了升国旗仪式。仪式结束后，全体干警在
党组书记、检察长林光第带领下，重温了入党誓词，对扶贫工
作组、村委会干部进行了扶贫知识培训。 郑传峰 摄

本报讯 （记者 梁晓晨 通讯员 杨委峰） 4 月 9
日，全市法院工作会议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会议在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会议总结了2017年全市
法院工作，分析了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研究部署了
2018年全市法院工作。

就如何做好2018年工作，该院要求，要狠抓政治
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不断提升为大局服务、为人民
司法水平。要紧紧扭住审判执行第一要务，全面加强
刑事审判、民事审判、行政审判和执行工作，举全市
法院之力，穷尽一切手段，坚决打赢“基本解决执行
难”攻坚战。要狠抓规范化建设，规范司法行为，强
化制度约束，加强审判管理，积极推进司法改革，把
全市法院工作提高到更高水平。要狠抓监督管理，
2018年要继续加强审务督察和司法巡查等日常监督力
度，继续开展“三回访两约谈一查处”活动，并探索

运用信息化技术加强监督效果。要狠抓作风建设，坚
持“马上办抓落实”，切实做到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要抓好奖惩机制落实，真正让审判权时刻掌握在优秀
司法人员手中，让办案多、办案好的法官享受到尊荣
感。全市法院干警要精诚团结、共同努力，以大局为
重、以工作为重，担当尽责、扎实工作，确保2018年
各项工作再有新提升、实现新突破。

会议从六个方面对2018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进行
了部署：一是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二是始终保持常抓韧劲，
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三是深化标本
兼治，持续巩固惩贪反腐的压倒性态势；四是积极主
动作为，构建全覆盖的监督体系；五是强化问责追
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到实处；六是适应形势
任务需要，大力加强纪检监察自身建设。

全市法院工作会议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要求

不断提升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水平

本报讯（记者 梁晓晨 通讯员 徐永忠）日前，
夏邑县人民法院运用信息化手段，成功执结了一起历
时将近五年的借款纠纷。

被执行人刘某系夏邑县某村农民，因建塑料大棚
种植蔬菜，2013年3月，以个人名义向某信用社借款
3万元。该借款纠纷经法院审理后，判决刘某在法定
期限内偿还本金及利息3万余元。判决生效后，刘某
拒不履行，该信用社遂申请强制执行。由于被执行人
刘某没有财产可供执行，该案一直未能执结，法院只
能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近日，该院承办人在例行查询被执行人信息时，
发现刘某在某商业银行有存款5万元，遂依法在网上
予以冻结，并对该案件恢复执行。刘某被传唤到法院
后，得知存款已经被冻结，只得与申请人协商，并将
执行标的额3万余元悉数还清。

夏邑法院

信息化手段助力执行

本报讯（记者 梁晓晨 通讯员 梁锦学 杨霞光）
为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健全法官与律师良性沟通
交流机制，近日，睢县法院召开“维护律师执业权利
快速联动处置机制”座谈会。

与会律师代表踊跃发言，对睢县法院今年以来的
审判执行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并就执业中遇到的立案
难、执行难、财产保全难等问题畅谈了看法。

会议要求，法官与律师在各自工作职责范围内要
加强业务沟通，重执业规矩、重政治导向；要依法依
规用好自己的权利，履行好自己应尽的义务；要牢固
树立“法官和律师是同属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理念，
彼此尊重、平等相待，为法治睢县建设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睢县法院

法官与律师加强交流

4月9日，一名律师展示电子缴费凭证。当天，宁
陵法院上线网上立案和缴费系统，当事人足不出户就
可以在网上完成立案和缴费流程。宋立新 孙速启 摄

近日，柘城县人民法院举行践行党的十九大精神
主题演讲比赛，向全社会传递法院干警贯彻落实十九
大精神的正能量。图为获奖选手领取证书。

贺德威 卢 淼 摄

本报讯（记者 郭峻峰 通讯员 王建华 卢新言）近日，梁
园区法院在一次打击“拒执”宣传集中活动中，把宣传地
点选在农村，把宣传对象定位为农民，推进了法律宣传辖
区全覆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当日宣传地点设在梁园区观堂镇，广场上会集了数百
名群众。看到法官设置咨询台，群众纷纷围了上去，法官
一边拉横幅、搬桌椅、准备宣传资料，一边解答群众的法
律疑问。特别是对于农民群众关心的案件执行问题，执行
法官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进行讲解，从如何起诉到怎么申
请执行，从怎样提供当事人财产信息到法院强制执行的具
体方法，以及拒不执行法院生效裁定判决可能面临的严重
后果等，执行法官的讲解让不少围观的群众点头称赞。

据统计，现场共接受群众咨询7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
料2000余份。

梁园区法院

打击“拒执”宣传进农村

本报讯（记者 梁晓晨 通讯员 李 宁） 4月 10日，民
权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干警赶往白云寺镇某村，依照该院判
决裁定，对谢某甲、谢某乙 0.25亩宅基地进行丈量、打桩
和确认，并得到了叔侄双方的认可，化解了矛盾，使一起
宅基地纠纷得以顺利执结。

申请执行人谢某甲、谢某乙是亲兄弟，被执行人谢某
丙、谢某丁、谢某戊也是亲兄弟，且谢某甲、谢某乙是被
执行人的堂叔。为了一块 0.25亩的宅基地，叔侄之间曾经
大动干戈，一度闹得不可开交。

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2017
年 5月，谢某甲、谢某乙将堂侄谢某丙、谢某丁、谢某戊
诉至民权县人民法院，该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
进行了审理，并于同年 9月 20日作出了民事判决：谢某
丙、谢某丁、谢某戊停止侵权，排除妨碍，不得阻止谢某
甲在确权的0.25亩宅基地上建房。

今年春节过后，谢某甲、谢某乙开始张罗建房事宜。
然而，在清除这片宅基地上的树苗、杂物时，双方再次发
生纠纷。为此，谢某甲、谢某乙再次来到民权县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民权县法院

定纷止争促案结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