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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任琴 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
8 月 28 日下午，县法院召开“保大庆

护稳定”信访维稳部署会。院党组书

记、院长杨清明主持会议，全体班子

成员和干警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省市法院迎接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大庆期间信访维稳工

作相关会议精神，强调了安保维稳相

关工作要求。

杨清明指出，要认真落实贯彻好

上级法院信访维稳安保工作会议精

神，深刻认清形势，切实增强做好信

访维稳安保工作的紧迫性和责任感，

坚决打赢信访维稳安保这场硬仗，切

实维护社会稳定大局。

杨清明强调，做好信访维稳安保

工作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深入了

解、认真分析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工

作的愿望和要求，努力使各项司法政

策和司法措施符合民情，顺应民意。

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虚心听取

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摆正同人民

群众的位置，切实改进司法作风，怀

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开展工作，

甘当人民公仆，热情周到服务。要勇

于面对群众，工作中要善于倾听，耐

心听取群众心声，让当事人心理得到

慰藉和安抚，通过群众的诉说，迅速

理清纠纷产生发展的来龙去脉，从群

众的言谈话语中听出当事人的真正

想法和焦点需求，抓住打开心结的钥

匙，做到既以理服人，又以情动人。

要坚持依靠群众，要借助人民群众的

力量开展纠纷调处、信访维稳等工

作，搞好法院与群众在司法事务中的

协同合作。善于借助群众的聪明才

智，针对个案具体情况，积极邀请公

道正派、阅历丰富的当地群众代表到

场说理道情、评判是非，协助法院做

好当事人思想疏导工作。要注重邀

请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一

道做思想工作。

当天，信访第一责任人杨清明与

信访包案领导、信访监督责任人，分

管领导与信访安保责任人，信访包案

领导与信访部门责任人、信访联络

人，分管领导与信访保障责任人还分

别签订了信访责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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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信访维稳安保这场硬仗

“养儿方知父母恩，你现在都是

两个孩子的父亲了，还让你的父亲为

你如此奔波，你内心真的过得去吗

……”8 月 19 日，县拘留所，在县人民

法院执行法官林兵的温情感化下，冯

某某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冯某某为何会被拘留？他为何

又留下悔恨的泪水？这还要从冯某

某与女儿小童（化名）的抚养费纠纷

案说起。

身为人父拒付抚养费
法院对他司法拘留 15 日

据了解，2015 年 9 月，冯某某与妻

子黎某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双方

协议，女儿小童由黎某抚养，冯某某

每月支付抚养费 1000 元。但离婚后，

作为一名父亲，冯某某不仅没有尽到

父亲的责任，而且一直拒付抚养费。

迫于无奈，小童向法院起诉父亲

冯某某支付抚养费。法院判决，冯某

某在 10 日内支付涉及案款 2.3 万元。

但法院判决后，冯某某仍拒不支付抚

养费。

不得已，小童的母亲代小童向县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随即，法院向冯

某某发出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

文书督促其及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但冯某某仍视而不见。

8 月 2 日，执行法官接到举报称

发现被执行人冯某某下落，执行干警

立即赶往冯某某所在地将其传唤回

法院进行询问。鉴于此案为抚养纠

纷，执行法官林兵对冯某某晓之以

理，动之以情，希望他担起一个做父

亲应有的责任。然而，冯某某表示，

自己已认识到错误，但暂无法支付案

款。

“他微信账单一年的流水达 9 万

多元。”经过干警核实，冯某某具备履

行能力却未支付案款。鉴于冯某某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县法院依法对其

司法拘留 15 天。

再次被司法拘留
老父亲借来 1 万元履行案款

8 月 17 日，冯某某因有能力履行

拒不履行再次被司法拘留。

得知儿子冯某某连续被拘留两

次后，他的老父亲再也坐不住了。“法

官，我的内心真的想让他判刑算了，

但他始终是我们老俩口的儿子，这是

我 们 东 拼 西 凑 借 来 的 一 万 多 块 钱

……”8 月 19 日上午，冯某某的父亲

来到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向执行法官

哭诉着说，“我真的心痛，感觉到绝

望，这是最后一次……”

在之后与法官的对话中，这位老

父亲说出了自己的辛酸泪。原来，冯

某某今年已经 31 岁，有两个女儿。

他和前妻生养的大女儿小童，他拒不

支付抚养费；他和现任妻子生的二女

儿，在小女儿 3 个月大的时候就给了

自己的父母带，至今已经 3 年，冯某

某从未履行过作为父亲的责任。对

于两个女儿的抚养问题，他能躲就

躲、能赖就赖，更别说自己作为儿子

应尽的义务了。

法官温情感化
他流下悔恨的眼泪

“老人哭得让在场所有人都心痛

不已。”林兵表示，希望冯某某这次真

的能认识到错误，好好改正。

在和冯某某的父亲对话后，执行

法官又与冯某某进行了面对面的对

话。“你可知你的父亲本应颐养天

年，却因为你的事情活得很痛苦？你

现在都是两个娃娃的父亲了，你内心

真的过意得去吗……”拘留所里，林

兵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对冯某某说。

在法官的温情感化下，冯某某流

下了悔恨的眼泪。最终，冯某某承认

自己的错误并予以改正，被提前解除

司法拘留。

（陈敏 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

31岁男子拒付两女儿抚养费
两次被拘后老父借钱履行案款

本报讯 （梁倪铜 全 媒 体 记 者

贾明高) 在第 35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

射洪人民检察院举行“检察传薪 .感
恩有您”主题沙龙活动，为 2018 年新

进的 14 名干警和他们的导师搭建一

个相互交流的平台，畅谈过去一年的

成长，感恩导师的悉心教导。

活动中，年轻干警和自己的导师

敞开心扉，进行了一对一的畅谈。年

轻干警们或谈对工作的执着，或谈工

作的琐碎，或谈工作的进步，同时对

导 师 的 提 携 引 领 表 达 了 衷 心 的 感

谢。导师们对年轻干警过去一年的

表现进行了中肯的评价，言语之间无

不表达对年轻干警的殷切希望。年

轻干警为导师送上鲜花表达感谢，整

个活动温馨感人、气氛热烈。

据了解，“向日葵”文化沙龙活动

是射洪人民检察院机关党委为贯彻

落实院党组提出的“人才兴院、文化

兴院、业绩兴院“三大战略而开展的

一项活动，旨在为检察干警搭建一个

经验传承、业务交流、视野拓展、风

采展示的平台。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郑蕾）近

日，县交警大队开展“毒驾”集中治

理工作。

行动中，县交警大队民警在县客

运中心依法对出租车和客运班车驾

驶人开展了毒品检测。通过毒品唾

液检测仪对受检人唾液进行检测，目

前暂未发现涉毒驾驶员。

据了解，此次行动是为深入开展

吸毒人员清隐行动，深化“践行新使

命、忠诚保大庆”实践活动，有效防

范吸毒人员肇事肇祸，确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大庆期间社会治安大局平

稳。县交警大队还将采取更进一步

的工作措施，全力开展“毒驾”整治

工作。

在中国人民银行出版 2019 年版

第五套人民币之际，9 月 10 日，射洪

公安局经侦大队联合人民银行在子

昂广场举办射洪县 2019 年反假货币

宣传月活动。

期间，民警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

2800 余份，接受群众现场咨询 60 余

次，通过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群

众识别和防范假币的意识，也加强了

公安机关维护金融秩序、坚决打击假

币犯罪的决心。

（覃紫燕 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

县交警大队开展“毒驾”专项治理工作

确保社会治安大局平稳

射洪检察院举行“检察传薪感恩有您”主题沙龙活动

交流经验 展示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