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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季在于春。全市公安工作会议召开不
久，市公安局新城分局不等不靠、主动作为，按照
会议安排和市公安局实战化训练方案要求，全方
位、全覆盖地在分局上下深入开展实战化练兵活
动。他们将练兵作为常态化、制度化来抓，注重民警
规范养成，把岗位练兵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练兵活
动贯穿于打击犯罪、治安管理等公安工作的全过程，
有效提升了全体民警、辅警的执法水平和实战能力。

面对日新月异的治安防控形势和异常繁重的打
防创安工作任务，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在践行新思
想、激发新活力中举行了为期 7天的春季全警大练
兵，以进一步增强全体民警、辅警的体能、技能，
提高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攻坚力和团队力。

队伍生龙活虎 民警气势如虹

“稍息，立正！”伴随着洪亮的口号，迈着整齐
的队列，3月 18日上午，新城分局举行春季练兵启
动仪式，拉开了新城分局2019年全警大练兵活动的
帷幕。

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局长李捷建告诉记者：“我们
分局在这次春季大练兵中，各队室民警全员参加，主

要项目内容以节会执勤、防暴处突、巡查防控、应急
反应、接处警要领为主，力求训练实战两融合、双驱
动，既要论剑又要剑术，既要苦练体能技能，又要
锤炼民警精气神！”

“声驱千骑疾，气卷万山来。”启动仪式后，参训
民警即刻投入训练，步伐矫健，整齐如一，其疾如风，
动如雷霆。

训练场上，民警个个生龙活虎、士气高昂，全
神专注、全心投入，喊号声响彻云霄。

伴随着实战演练项目的陆续展开，盾牌操表演
快如闪电，警棍术挥击孔武有力……一幅幅英姿飒
爽、朝气蓬勃的练兵画卷，每天呈现在练兵场上。

巾帼不让须眉 夫妻举案齐眉

训练场上不分男女，在教官的口令下，新城分
局女民警一招一式也毫不含糊。

她们按照训练课程，刻苦练习队列、步伐、体
能、警姿等技能、体能，动作精准、意志坚定，训
练有素、恪守规范，充分展现了新城女民警的良好
形象。

训练场上巾帼不让须眉，女民警们用干练身影

和昂扬斗志，成为了分局一道靓丽的风景。
训练场上还有一对夫妻档，丈夫叫赵艳博，妻

子叫李莎莎，同为本科学历，是新城分局令人羡慕
的警营伉俪。

春季练兵开始后，夫妻俩克服种种困难，积极
参加春季练兵。分局要求每天 7时 50分集合到场，
李莎莎没有因儿子尚在哺乳期而申请特殊照顾。她
每天早早地将儿子交给姥姥照顾，并且提前跟老师
沟通好，7 时 20 分把三岁的女儿送到托儿所，然
后，两人就马不停蹄地赶到分局准时参加训练，成
为训练场上的一道别样风景。

训练中，这对年轻的夫妻心无旁骛、互比互
学，认真训练、不言辛苦。因为在他俩心目中，训
练场不仅是警察挺身而出的战场，而且是新城分局
这个温暖大家庭的一次“野餐式”家庭聚会，不但
夫妻俩不能缺席，而且要表现更加优秀。

后勤保障有力 服务细致到位

为及时掌握每日练兵动态，基层打防创安经验
丰富的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局长李捷建，每天 7时 30
分准时到场，以晨会点评指导方式为队员鼓劲加油。

政委刘洋深入队员中间交流思想，分享喜悦，
推动大练兵高效开展。民警餐厅每天备足可口营养
的一日三餐及饮用水，供队员们所需。警务综合室
主任李春光则带领文职人员实时捕捉练兵精彩瞬
间，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推送到新城分局公众号和内
部微信群，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激励了斗志。

此次练兵总指挥张帅旗高兴地说，这次春季大
练兵，分局局长、政委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突出

“学、练、比”，进一步培育了整体队伍凝聚力、战
斗力和业务水平。

在采访中，案审大队民警、队员田飞深有感触
地告诉记者：“这次大练兵不仅使我个人集体观
念、攻坚意识进一步增强，而且让我学到和掌握了
一线接处警常识和技巧，这对我们一线民警来说，
太实用了！”

3月26日上午，市公安局新城分局举行2019年春
季练兵会操，对为期7天的集中训练成绩进行检验。

会操演练分为 6个区队，分别就停止间转法、
三大步伐、敬礼和对突发群体性事件、阻碍执行公
务中对嫌疑人员的查控等不同警情处置方式进行演
练比赛。整个会操活动警容严整，民警精神抖擞，
将大练兵活动推向了高潮。

在庄严隆重的重温入警誓词宣誓后，民警一致
表示，要真正把大练兵成果转化为推进公安业务工
作的现实战斗力，努力把自己煅造成为基本功扎
实、业务技能精湛的公安民警，为新城公安工作再
创辉煌奉献新的更大力量！

2018年，是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民承诺
“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决胜之
年，是执行工作迎接第三方评估验收的关键之
年，是破釜沉舟、提质增效、加快推进执行攻
坚步伐的收官之年。

一年来，民权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全体干警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讲
政治、顾大局，讲奉献、求突破，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凝心聚力、竭诚拼搏，始终坚守

“司法为民、公正司法”这个理念，让人民群
众看到了公平正义，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合
格的答卷。

执行到位金额1.4亿多元

2018年，民权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受理执行
案件 2112 件，结案 1830 件，结案率 86.65%，
执行到位金额 1.4亿多元。该院先后组织开展
了“春雷行动”“夏季雷霆”“秋季风暴”“冬
季攻坚”和“百日执行攻坚”等集中执行专项
活动，全力攻坚克难，使一大批疑难、长期未
结案件得以执结。在执行过程中，他们多措并
举、规范办案，用足用活各项强制措施，结合
实际，打破常规，建章立制，创造性地实现了

“执行警务化”“干警团队化”“执行日常化”
的新格局，有力地开创了执行工作新局面。

一年来，该院对被执行人采取司法拘留强
制措施318人（次），拉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
单”1561人（次）。

他们不断加大执行宣传工作力度，为执行
工作的顺利开展积极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弘
扬了正能量，唱响了主旋律。一年来，在市级
以上媒体、网站发表稿件 530多篇，其中《为
53名农民工追回劳动报酬 284万元》的稿件，
被省高级人民法院采用后，又被最高人民法院
作为“河南经验”写入法院工作报告；5月3日
采写的《民权县人民法院执行干警火速救人》
的稿件，被全国40多家媒体、网站相继转发报
道后，好评如潮。2018年，该院执行宣传工作
在全市法院位居第一名，在全省 163个基层法
院中名列第七名，被省高级人民法院授予“执
行宣传工作先进基层法院”。

过去的一年，民权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创新
形式、创新方法，充分发挥融媒体优势。与
省、市、县电视台密切合作，联合开办执行宣
传栏目，定期曝光失信被执行人，进一步挤压
被执行人生活生存空间，社会反响强烈；利用

《今日头条》推送及时、辐射面广、点击率高
等优势，在《今日头条》平台发布失信人信息
300余例，成功促使 62名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法
定义务，使该项工作居于全国法院前列。

用青春演绎时代壮歌

成绩的背后，是执行干警付出、流汗、奉
献的结果。正是有了他们，才让人民群众看到
了希望、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公平正义。

去年11月，正值执行工作攻城拔寨、闯关
夺隘的关键时刻，执行局局长李勇的母亲突然
患病住院，到郑州手术治疗。他却把对母亲的
爱和牵挂埋在心底，化作工作的动力，夙夜在
公，在岗在位，不仅带出了一支坚不可摧、雷
厉风行的队伍，而且用行动诠释了忠诚、责任和
担当。由于各项工作都位居全省前列，李勇被
省高级人民法院荣记个人二等功，执行局被市
中级人民法院荣记集体三等功。

郑杰、王泾达、何庆、王飞翔等干警无怨

无悔，敬业爱岗，迎难而上，用业绩塑造人
生，用平凡张扬非凡，用奉献点缀担当，在
2018年度全院综合考核中，跻身优秀行列。

沈莹莹、盖家乐都是年轻的母亲，孩子尚
在哺乳期。但她们为了工作，抛家离舍，忍痛
割爱，和男同志一样早出晚归，兢兢业业，一
心扑在工作上，用青春演绎了时代壮歌。

法官李清运的父亲93岁高龄，正是需要亲
人关心照顾的时候。老李知道白天工作忙、任
务重，但又为了尽一片孝心，隔三差五，他利
用夜间驱车 20多公里，到父亲的身边坐上一
坐，天南地北，说说见闻，哄老人开心。

按说，朱家友法官今年就到退休年龄了。
多种疾病缠身的他，每天都铆着一股子劲，和年
轻干警一样，冲锋在前，和“老赖”斗智斗勇。

“赶上了这个时代，为解决执行难，咱也
做点贡献！”在去陕西西安抓捕某失信被执行
人时，朱家友这样感慨。

在执行局，执行一庭、执行二庭、执行裁

判庭和综合科是事关“执行攻坚”成功与否的
“中枢”，是“基本解决执行难”关键之中的关
键。

执行一庭主持工作的王泾达、执行二庭庭
长郑杰、执行裁判庭负责人门艳、综合科科长
沈莹莹带领一班人砥砺奋进、负重前行，把维
护公平正义和执行攻坚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不
忘初心、不辱使命，按照院党组的部署，如火
如荼地不断开展集中执行活动，向“执行难”
发起一次又一次战役，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
瞩目的好成绩。

自从院党组把门艳抽调到执行工作岗位上
以来，她巾帼不让须眉。为了案结事了，她经
常加班加点，不知疲倦，克服困难，克敌制
胜。

敦厚腼腆、略有羞涩的蔡金航，看上去哪
像一个执行法官？但一旦案件到手，他便风风
火火，又是做思想工作，又是释法明理，张弛有
度，游刃有余，迫使被执行人履行法定义务。

执行，离不开法警的配合；法警，是执行
攻坚的中坚力量。在法警队伍中，谢军胜、王
禹龙、杜兴沛、林秋实、陶柏宇、何庆、邵
飞、刘阳、尚豪等人一兼多职，不畏困难、不
惧风险，风里来，雨里去，任劳任怨，默默无
闻，出色地完成了缉拿抓捕、卷宗整理、案件
扫描等各项工作，为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付出，2018年，民
权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大手笔写就了执行工作的
新篇章，为全院争得了荣誉。执行干警以“功
成不必在我”和“滚石上山”的决心和勇气，夜以
继日，加班加点，假日无休，心系人民，情系执
行，表现出了崇高的职业情怀和道德情操。

去年 5月 3日 12时 40分，当杨敬文、王飞
翔、黄博恩、崔体勇等干警在为被执行人办理
拘留手续时，突然拘留所前一声巨响、两车相
撞，车祸瞬间发生。杨敬文、王飞翔、黄博
恩、崔体勇不顾车辆随时爆炸的危险，临危不
惧，及时开展抢险救援。他们舍生忘死、见义
勇为的先进事迹被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商丘日报》等媒体宣传报道后，广大群
众纷纷为他们的义举点赞。

为褒扬他们英勇救人的壮举，杨敬文被市
中级人民法院记个人三等功，杨敬文、王飞
翔、黄博恩、崔体勇被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授予“商丘好人”荣誉称号。

春节、中秋节、国庆节……每一个节日，

都是一场新的战斗；每一个假日，执行干警都
在执行攻坚的路上。因为，责任在身，使命在
肩。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气吞山河
的浩瀚，没有波澜壮阔的诗篇，但他们撸起袖
子加油干，始终无怨无悔、无私奉献，不忘初
心、矢志向前。

执行过程看得见听得到查得着

2018年，民权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突出抓好
打击拒执犯罪工作。他们紧紧围绕“一性两
化”“一打三反”工作方针，在充分利用好传
统强制措施的基础上，以公诉、自诉相结合的
方式，切实加强各有关部门的相互配合协调工
作，及时对执行案件进行梳理排查，安排专人
负责摸底未结案件被执行人情况、汇总涉拒执
罪证据材料。

2018 年，该院刑事自诉立案 42 件，结案
42件，以拒执罪判处刑罚 5人，有效打击和震
慑了抗拒执行被执行人的嚣张气焰。

努力提升司法拍卖质效。对符合司法网拍
条件的，该院一律实行网上拍卖，并牢牢把握
网拍的关键环节，多科室联动，将查控、评
估、拍卖各个时间节点无缝衔接，查扣财产做
到及时评估，加快拍卖流程，率先在全市法院
推出司法拍卖按揭贷款服务。2018年，上传拍
品 174 件，成交标的数 55 件，成交转化率
68.75%，成交金额4027.23万元。

充分利用执行指挥中心平台。通过该平台
更系统地掌握案件情况、失信惩戒、财产查
控、执行质效、网络拍卖、执行委托、案件督
办等情况，更好地发挥指挥中心职能，进一步
提高工作效率。利用执行信息流程管理系统屏
蔽失信被执行人 920人，查控被执行人银行、
车辆信息 3500余条，查控房产 93套。2018年，
执行指挥中心严格按照值班制度，无一漏岗、脱
岗，受到省高级人民法院多次通报表扬。

严格规范执行案款发放。充分运用一案一
账号案款管理系统，所有执行款进入专户保
管，并由专人负责，时时监管，层层审核，线
上支付，建立台账，杜绝了超期发放执行款现
象的发生。

去年已展千重锦，今岁再攀百丈楼。民
权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邢宝书告诉记
者：“今后，我们将继续巩固‘基本解决执行
难’成果，保持执行工作高水平运行，为建
设和谐社会、诚信社会、法治社会作出一份
贡献！”

铁拳再出击 直面执行难
——民权县人民法院2018年执行工作回眸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冰 通讯员 李 宁 刘雪豪

重温入警誓词

苦练体能技能

民权县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为农民工集中发放执行回来的工资。

点评练兵成效

春暖花开日 正是练兵时
——市公安局新城分局春季大练兵掠影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冰 李良勇 通讯员 白金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