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监督员旁听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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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建立机制助力破解执行难

执行工作与社区网格化管理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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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冷空气影响 ，未来一周汝城将
以低温阴雨天气为主 ，可能出现雨夹
雪 、道路结冰等 。 为确保辖区道路安
全畅通有序 ， 汝城交 警 近 日全 警 动
员 ，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做好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工作 。

汝城交警全面启动低温雨雪恶劣
天气应急预案，实行 24 小时值班，对县
域内各易结冰路段进行不间断巡逻管
控，建立台账，做好隐患排查；利用微信
群和微信朋友圈发布路况信息和低温
雨雪恶劣天气出行注意事项；在重点路
段醒目位置提前放置警示牌；加强与高
速交警 、气象 、应急 、交通 、公路等有关

部门的沟通和配合，建立信息互通和联
动机制，做好抗冰物资储备工作及维稳

保畅工作等。
曹丽梅

近日， 为了进一步巩固基本解决执
行难成果，健全完善执行工作长效机制，
落实网格员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机
制，着力破解查人找物难题。郴州市委政
法委与市中院联合印发 《关于联合建立
执行工作与全市社区网格化管理联动工
作机制》（以下简称《机制》）。 目前，全市
11 个县 （市、区 ）均建立了该机制 ，全面
实现了网格员协助法院执行的工作格

局。
《机制》要求网格员协助法院查找被

执行人下落或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送
达法律文书，做好被执行人思想工作，对
拒绝签收法律文书送达见证， 进行执行
宣传等。同时建立工作联络机制、信息互
通机制、协助执行奖励机制。

《机制》贯彻最高法院 《关于深化执
行改革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制的意

见———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纲要 （2019—
2023）》文件精神 ，落实中央政法委提出
的“共建、共治、共享”要求，加强基层执
行工作网格化管理， 促进基层治理与人
民法院执行工作良性互动，不断完善“党
委领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
持、法院主办、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执
行难综合治理工作大格局。

陈建华

桂阳县检察院近日就一起涉嫌诈骗
犯罪案， 邀请 4 名人民监督员对检察官
出庭支持公诉活动监督。 人民监督员旁
听了庭审过程， 并在庭审后对出庭进行
了评议。 县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陈岗
参加并主持活动，承办检察官、检察六部
检察人员参加会议。

评庭会上， 首先由公诉人李正详细
阐述了案件办理的基本情况， 对审查认
定的事实、法律依据、量刑情节特别是认
罪认罚法律适用方面进行了释法明理。
认真听取案件汇报后 ，4 名人民监督员
一致认为公诉人庭前准备充分， 法律适
用准确、举证质证简明扼要、应变能力出
色，指控犯罪有力，法、理、情交相辉映，
既体现了司法的公平公正， 又入情入理
打动人心。

通过邀请人民监督员参加听庭评

议，将监督触角延伸到庭审阶段，对推动
检察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将起到积极的
促进作用。下一步，县检察院将继续增强
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拓宽监督途径，丰

富监督方式， 积极邀请人民监督员参与
监督检察机关的办案工作和重大工作、
重要事项。

段苏航

桂阳：人民监督员听庭评议

为严厉打击涉毒犯
罪， 有效遏制毒品问题
发展蔓延。 12 月 18 日，
永兴县禁毒办、 县公安
局禁毒大队组织全县易
制毒化学品企业、 娱乐
场所、 物流企业等相关
责任人 ， 开展了禁毒知
识培训。

县禁毒办 、 县公安
局禁毒大队工作人员详
细解读了 《中华人民共
和国禁毒法 》《娱乐场所
管理条例》和 《易制毒化
学品管理条例 》 等相关
法律法规，就“如何识别
毒品、防范毒品 、拒绝毒
品”及“发现场所有涉毒
现象如何举报 ” 等进行
了宣讲 。 培训会要求易
制毒化学品企业要做到
“人防、物防、技防 ”三防
并举，建立科学有效的管理 ，防止
易制毒化学品流失； 旅馆、 宾馆、
KTV、 网吧等娱乐场所要加强入
住人员居住登记，建立禁毒巡查制
度，摆放禁毒警示标语，加强日常
人员禁毒知识培训，预防涉毒违法
行为发生；物流寄递行业要严格落
实 “收寄验视 、实名收寄 、过机安
检”寄递安全三项制度，开展内部
员工禁毒教育培训，提高从业人员
识毒防毒能力，严防毒品通过寄递
渠道流入社会。

专题讲座后，参训人员签订了
禁毒责任状，并参观了县禁毒教育
基地，观看了禁毒警示教育片 《合
成毒品的危害》。

黄巍 曹春燕

悔婚不退彩礼钱
拘留惩戒促履行
近日，汝城县法院执结一起婚姻

家庭纠纷案 ：郭某某悔婚后，郭父却
不退男方彩礼钱，被司法拘留最终意
识到错误，联系家人将彩礼钱退还。

2019 年 8 月 ， 郭某某与胡某经
人介绍认识 ，即到胡某家生活 ，二人
按照农村习俗举行了订婚仪式，但未
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胡某付给郭某订
婚礼金 19 万多元。 之后，胡某、郭某
某产生矛盾引发冲突，双方解除了同
居关系，郭某某于今年 3 月 4 日与他
人登记结婚。 胡某遂向法院起诉，要
求郭某某及其父母返还彩礼钱，法院
判决郭某某及其父母返还胡某彩礼
16 万元。 判决生效后，郭某某及父母
未按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返还彩礼
款，胡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阶段，法院通过网络查控系
统查控到的财产不足以清偿该案债
务， 且郭某某及父母外出一直未归，
规避执行，案件一时陷入僵局。近日，
执行干警得知郭父在广东一工厂打
工，便立即采取行动 ，将郭父拘传到
庭。 执行干警对其释法明理，但郭父
依旧拒绝履行义务，法院决定对其采
取拘留措施，并将其送往拘留所收押
看管。 见此，郭母主动到庭缴纳了执
行款，本案得以执结。

蒋先昧

汝城交警全警动员确保交通安全

汝城交警召开交通安全调度会。

资兴法院：结案时巧解纠纷
近日，资兴市法院执结一起合伙纠

纷执行案， 结案时巧妙化解了纠纷，当
事双方十余年的矛盾得以化解。

申请执行人文某与被执行人陈某是表
兄弟。 2005年，文某邀请陈某合伙投资项
目，陈某同意合伙，并签订协议，约定项
目利益和亏损二人均分。 事未遂人愿，
合伙投资的项目亏损了 13 万余元 ，陈
某却违背协议约定不愿承担损失 。 为

此，文某起诉至资兴法院，经法院审理，
判决陈某支付文某 6.9 万余元。 判决生
效后， 陈某未依照判决履行法定义务，
文某则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二人关系
由此势同水火，两家家属也互不来往。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经过几任执
行法官不懈努力， 终于促使陈某同意，
每年 12 月根据当年收入情况向法院执
行专户转账以供执行， 直至执行完毕。

今年 12 月， 执行法官通过案款系统查
询，陈某累计已履行 5.2 万元，今年却未
支付执行款 ，经与陈某联系 ，对方表示
愿意一次性付清尾款 ， 请求将案件了
结。 近日，在执行法官主持下，双方自愿
达成一致，陈某一次性支付文某执行尾
款和迟延履行金共计 5.6 万元， 该案执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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