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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本报记者 欧金玉 史学慧

近日，南县南洲镇一老人反映华容
县法院一法官挪用了他的部分执行款，
而该法官不久前因诈骗罪已被判刑。事
后调查发现，由于该法官在负责老人执
行案时，没有按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
定办事，凭个人意愿随意操作，致使执
行款到现在还是一笔糊涂账，老人权益
一直得不到维护。此事暴露出的法院执
行款物管理漏洞令人深思。

当事人反映法官挪用执行款
涂华香投诉说：2007年， 我与华容

县操军镇任某因合伙协议纠纷在华容
县人民法院东山法庭提起诉讼。2008年
10月，法院判决：任某需在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清偿我30万元债务。后来任不履
行判决，我便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当时
负责审理此案的东山法庭庭长彭涛主
持执行该案。可我没想到：尽管任某有
足够的工程款可以执行，但我的钱到现
在还没完全要回来。

自从强制执行生效，我几乎每个月
都要催彭涛两次，2008年至2010年间，
彭涛零零碎碎分8次给我汇款21.5万元，
之后无论怎么催促都再无消息。2013年
8月，彭涛主动打电话给我，问我究竟还
有多少执行款未得到， 要我前去对账。
可没想到几天后我去法院找彭涛时，彭

涛却因为涉嫌诈骗罪被抓了。
我只好向华容县人民法院反映情

况， 该院负责纪检工作的程书记接待我
后，让我找来债务人任某，但任某说他早
已还清欠款。之后程书记与我对账，明确
法院还需付我近十二万元。但他说，这件
事是彭涛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 应由
他个人负责， 要我找处理彭涛案件的华
容县公安局经济大队。我找到公安局，有
关负责人却告诉我此事是法院内部工作
人员出了问题，理应由法院负责。之后我
又找法院， 法院却说我的事需要等到彭
涛个人经济问题处理后再处理， 要我不
要再找法院了。

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里， 一直无人处
理我的事。我是一个已逾花甲的老人，辛
辛苦苦积攒下来养老的钱， 难道由于法
院工作人员的个人腐败问题， 就这样打
了水漂吗？

执行款至今还是一笔糊涂账
5月15日， 记者来到华容县人民法

院了解情况，该院负责纪检工作的程书
记介绍说，彭涛确实是该法院的一名法
官，曾在东山法庭当庭长，后又调到马鞍
山法庭任庭长。多年来，他利用法官特殊
身份，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向13人借款
353.1万元，未能归还，今年3月26日被岳
阳县法院一审以犯诈骗罪判处11年有
期徒刑。

彭涛案发后，涂华香找到法院反映，
彭涛挪用了他的执行款。于是法院专门
为此进行了调查。经查，2008年10月，彭
涛主持执行涂华香案件，因为债务人任
某一直在外打工，其可执行的财产主要
是其曾承包建设的3条公路的工程款。
法院查阅当年的相关材料，初步认定彭
涛从修路款中执行回了18万元，但只找
到一笔62550元是由彭涛出具法院的执
行手续签字领走的， 另外有一笔21350
元钱有任某的签字。 其余的被划走的9
万多元钱没有任何手续。经查询，涂华香
一共收到8笔汇款共21.5万元，从理论上
说，彭涛不可能从自己个人腰包中掏钱
为涂支付执行款，也许是他从别的途径
还执行回了一些款项。法院也调查了债
务人任某，因为任某被执行的财产都是
工程款，彭涛并未给他出示相关的凭据，
再加上还有另外一起债务也是由法院强
制执行的，任某搞不清自己究竟被法院
执行走了多少钱。

程书记坦言，这起执行案确实办得
很糊涂，不符合法院关于执行款物管理
的规定。因为当事人只是与彭涛单线联
系，要不是彭涛因别的事案发，法院还不
了解此案的执行情况，也无法及时发现
法官违规操作。他表示，他们还将对此案
进一步调查，如果查实执行款被彭涛挪
用了，法院将负责给付。如果确实是未执
行到位，则将此案移交专门的执行机关

找任某执行。

法院对执行款物的监管应落到实处
早在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出台

了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 严禁
使用、截留、挪用、侵吞和私分执行款物。
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财务部门应当开设执
行款专户，对执行款实行专项管理、专款
专付。 执行机构和财务部门应当分工负
责，相互配合，相互监督。执行中如需执
行人员直接代收现金或者票据的， 应当
不少于两名执行人员在场， 即时向付款
人出具收据， 并将收款情况记入笔录并
由付款人签名。 收款人应当在回院后一
个工作日内移交本院财务部门或将有关
款项缴入执行款专户。 案件承办人调离
执行机构，在移交案件时，必须同时移交
执行款物及相关材料。

但是令人忧虑的是，在实际操作中，
由于一些法院的监管不力， 没有严格按
照规定执行， 给个别法官违法乱纪提供
了操作空间， 从而使法官挪用执行款的
现象时有发生。在本案中，彭涛执行未出
示相关手续， 执行款未交到法院专用账
户， 有些钱还是彭涛的妹妹经手汇给当
事人的。彭调走后，案子也未移交。如果
不是别的事案发，法院一直都蒙在鼓里。
如何确保法院执行款物及时安全交付当
事人，法院应从中吸取教训，加强对执行
款物的监管，真正将法律法规落到实处。

糊涂执行案折射法院执行管理漏洞
南县南洲镇一老人反映华容县法院一法官执行案件时，没有按规定办事，肆意

私自操作，挪用了他的部分执行款，致使其执行款到现在还是一笔糊涂账———

强制毕业生
缴费参加论文评选

郴州市物价局纠正湘南学院错误做法
投诉人：一学生

我是湘南学院一名音乐系的应届毕业生，我系的毕
业论文答辩已经告一段落，我们都已通过，正等待着毕
业。但5月21日，系辅导员发了一则“论文评选活动”的通
知，要求学生提交两份纸质版论文，每篇参赛论文需缴
纳30元评审费用。论文于5月25日前必须提交到老师处，
不按时提交以上材料者，毕业论文做不及格处理。我们
不明白：论文答辩已完成，为何又强制我们参加需要评
审费的论文评选呢？
受理记者：田燕

记者将学生的投诉反馈给了郴州市物价局，物价局
检查人员马上对此事进行了调查。 物价局日前回复说，
此次论文评选是第四届中国湖南金旋律音乐节“蓝光
杯”音乐教育论文评选活动，湘南学院音乐系代收论文
评审费30元，活动应遵循自愿的原则。物价局检查人员
已责成湘南学院对非自愿参加活动并已缴纳30元论文
评审费的学生进行退费， 并要求学校规范收费行为，做
好收费公示和宣传解释工作。 该院已于5月28日张贴了
退费通知，不愿参加活动并已缴费的同学，可以到院音
乐系教务办办理退费手续。

投诉直通车
网上投诉请登录ｗｗｗ．ts.voc.com.cn

新塘施救队
乱收施救劳务费

投诉人：文清华
5月1日上午9时，我的车在京港澳高速1603公里处发

生交通事故，几辆车发生追尾。由于当时车速都不快，车
辆碰撞得并不严重，完全可以自行开走。但一位交警上了
我的车，指挥我们把车开到衡东新塘施救队，我前面的车
则是车主自己开到了新塘交警中队。下午4时，我们的事
故处理完毕。

但我们去新塘施救队提车，却被告知要收取200元施
救劳务费和10元停车费。停车费我还可以理解，但为什么
要向我收取200元劳务费， 我实在想不通。 我打12122投
诉，他们告诉我打96528投诉，我投诉后又告知我要打文
队长的电话，而电话又是错的，我到底要向谁反映呢？
受理记者：田燕

记者将这一情况反馈给了衡东县物价局， 该局经过
调查后回复说， 车主文清华反映新塘施救队收取施救劳
务费、停车费共计210元属实，其中施救费200元，停车费
10元。车主对停车费10元没有异议。但根据衡价商[2012]�
3号文件规定：“小型车每天可以收取10元/辆保管服务费
(车辆在停车场停放时间不足12小时的， 按半天标准收
费）。”责成施救队将多收的5元钱退给车主。经向车主和
施救队调查，施救队并不是应车主要求到达事故现场，且
工作人员也没有告知要收费， 根据相关规定施救队收取
这200元劳务费不合规定， 现已责成施救队将多收取的
200元劳务费返还给车主。

非主城区与主城区待遇不同

读者质疑
岳阳市公共自行车租赁规定

投诉人：岳阳一市民
岳阳市4月20日启动公共自行车服务，本是一项大好

事，但我们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我们成了市里的“二等公
民”。

根据市城管局的规定，岳阳主城区的居民凭身份证办
理公共自行车租赁卡，只需缴纳200元诚信保证金，60元租
金预付款。 而其他岳阳市的居民却要缴纳500元诚信保证
金，100元租金预付款。我们想不通：都是岳阳市民，难道非
主城区的居民诚信度就比主城区的要低？非主城区的居民
享受公益事业就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况且很多居民虽然不
是主城区的身份证， 但一直在主城区工作生活了很多年。
市城管局此举，人为地将岳阳人划分为三六九等，是明显
的歧视，呼吁有关部门纠正这一不公平的规定。
受理记者：欧金玉

5月27日，记者致电岳阳市公共自行车服务中心的热
线电话，一名姓李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市启动公共自行
车服务，对不同地域居民收取不同的租赁保证金，的确有
不少市民提出质疑。该中心已向上级主管部门反馈，有关
部门正在考虑对此进行修正。

编辑同志：
去年中秋前夕， 远在深圳

打工的侄女为表孝心， 通过快
递公司寄了两盒月饼给我。她
说是提前两天寄的， 保管中秋
那天能够吃上。 而我所在的社
区地处偏远乡村， 离县城有45
公里之遥。中秋那天，我接到县
城快递公司（只在县城设立）取
货通知， 由于工作忙没有时间
及时取回， 等我有空去县城取
回时，已经是八月二十。十五的
月饼二十吃， 早已没有了过节
的气氛。

我国有８亿多农民，近3亿
农村家庭，大多地处闭塞，交通
物流不便。 而亿万农民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给快递物
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现在，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以亿数计，
他们要给家中寄送物品， 通过
邮局，不仅邮费高，而且所需时
间长，很不方便。另一方面，由
于农村物流不畅、且价格昂贵，

一些农民喜欢通过网购一些商
品。这些，都呼唤尽快在农村乡
村开通快递业务。

要开通乡村快递服务业
务，笔者建议：一是政府要在政
策层面对开拓农村快递市场给
予扶持，真心实意服务三农，以
实际行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二是首先考虑在乡镇一级采用
“固定地点取货”的方式设立快
递网点,�让收货人自己来取货,�
这个快递服务网点 ,� 可以发展
成“与网购对接的实体商城”。
三是对于部分确实需要送货上
门的客人,乡镇一级快递服务网
点可以考虑与农村通村小客
车、“摩的” 进行特约合作，以
打通农村快递服务的“最后一
公里”。四是快递服务与乡村邮
递服务实行资源共享， 优势互
补， 委托邮递员及时投送快递
物品。

桃江县松木塘镇桃锰社区
朱金良

呼吁与建议

呼吁开拓
农村快递市场

●衡阳：公交车拒载老人行为恶劣
1357527xxxx：我和老伴都是65岁

以上的老年人，因家事我们每天都必须
往返于苗圃和衡阳师院之间。5月13日
下午， 我俩到衡茶路一公交站候车，连
续3辆25路车都不肯停车。 无奈之下只
好往灵湖汽车站赶，终于等来一辆40路
车。前门上了乘客后，司机马上把门关
闭， 我老伴站在前车门边求司机开门，

但司机就是不开门。我一气之下只好拦
住车子， 司机这才答应让我们上车。我
要老伴先上，并嘱咐她上去后站在踏板
上等我，以防司机突然关门开走。果然
我刚踏上去一只脚， 司机立刻关闭车
门，想将我扫下车，我们两口子全被车
门夹住， 拼命地将车门推开才上了车。
衡阳市的公交车如此拒载老年人，希望
有关部门管一管。

●岳阳：王家河又开始变臭了
1387406xxxx：经过岳阳市政府的

治理， 王家河风光带现在已经初具规
模，每天晚饭后，在河边散步、运动的人
越来越多。但近段时间，我沿河散步，闻
到的却是越来越臭的味道， 一看河水，

已经变得无比肮脏，在靠近二医院的巴
陵东路的河边水面， 发现许多白色垃
圾， 流进河中的是一股又黑又臭的水，
如此下去，过不了多久，王家河只怕又
会恢复治理前的臭气熏天的样子，许多
市民对此忧心忡忡。

●长沙：沁园小区长期焚烧垃圾
1387487xxxx：位于井湾子长沙市

委党校的住宅小区沁园小区，大约每隔
两天就会焚烧一次树叶及垃圾，每次焚
烧时间持续2至3个小时， 所产生的烟
雾，对周围环境有很大的影响。焚烧树
叶及垃圾的地点是在市委党校后门的
草坪里，所产生的烟雾每次都会飘向地
势低的亚商大厦、省化肥工业公司宿舍

楼，这两个地方的居民深受其害。
●衡阳：修路使我家变成危房
1511545xxxx：我是衡阳县岘山乡

正堂村的黄启宏。 去年我家门前修路，
扩宽路面， 把我家门前的坪切了一半
多，现在我家高于马路2多米，当时他们
答应我，路修好后马上会帮我们砌好护
坡。可路已经修好半年了，我家护坡还
没砌。现正是雨水季节，我家水泥坪出
现长长的裂缝，房屋的墙壁上也有很长
的裂缝，我家现在都快成危房了，一到
下雨天就塌方。 家里还有一个1岁半的
小孙女，每次她出去玩我们都担心她摔
下去。

本专栏编辑 田燕

短信留言板
手机短信投诉： 13973128110

图片说事

夜宵扰民

（紧接1版）该区先后投入专项资金8000多万元，
建成1个监控中心、16个分控室、43个电子治安
卡口和1665个摄像头， 电子治安卡口抓拍率达
到99%。2013年，涉及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
手机用户收到谎称“湖南卫视著名栏目《我是歌
手》发送的中奖信息”，酿成震惊全国的“3·18”
网络诈骗案件。 望城区公安局巧借信息化平台，
串并起同类案件100余起，成功破获案件，一举
抓捕涉案人员34人。 望城区科技信息化工作被
列为公安部工作联系点和全省工作示范点，获
评湖南省社会管理创新一等奖。

这里，更有一张竭尽全力护“小”的感情
网。

孩子是一个家的灵魂， 孩子的安全时刻
牵挂着家人的心。 面对近年来高发的校园安
全事件， 该局率先在全省成立了雷锋校车公
司，返聘了27名离退休老民警担任校警，并从
保安公司选拔117名保安，派驻全区校园进行
守护。 星城实验中学陈校长不禁赞许，今天的
望城校园，是一块安宁平安的乐土，学子、家
长都有安全感！

昨天上班，今天上班，
平凡的岗位天天都新鲜

天天上班，一成不变。 望城的户籍民警，

在每天重复的工作中， 却收获着不一样的新
鲜。

新鲜，源自群众口中诚挚的“谢谢”。
“太好了！ ”5月11日，在望城某科技有限

公司上班的李友刚， 拿到大陆居民来往台湾
通行证后，对窗口民警激动地连声道谢。 5月4
日，李友刚被公司临时指派到台湾学习，他来
到望城区公安局出入境大厅办通行证， 却被
告知正常办理时间需耗时一个月， 眼看着一
个宝贵的学习机会就要白白溜走……“机制
是死的， 人是活的， 群众的困难我们来想办
法。 ”窗口民警了解情况后，马上派专人到市、
省公安进行协调，几番轮回，通行证在李友刚
启程前一天送到他手中。

70年代背井离乡的格塘村村民彭光中，
前年回归故土，身份证件早已遗失，没有身份
证造成诸多不便。 户籍民警为解决他的实际
问题， 专程派人到彭光中生活过的湖北调查
取证，搜集整整17份调查材料，为其补录了身
份证。

新鲜，源于那股你追我赶、评先创优的冲
劲。

为塑造一支敢于担当、执法为民、清正廉
洁的雷锋式公安队伍， 望城区公安局于2013
年启动雷锋式“五型民警”队伍建设，全力打

造一支“忠诚型、爱民型、清正型、敬业型、活
力型”的干警队伍，一个个“雷锋式科所队”、
“雷锋式标兵”不断涌现，争创“五型民警”高
潮迭起。

现在，望城区公安局实行休息日轮班制，
周六提供办理身份证业务， 周日和法定节假
日提供领证、户籍受理及接待咨询服务。 该局
还安排警力每天提前一小时、 延迟一小时上
下班，让前来办事的群众“高兴而来，满意而
归。 ”去年，在长沙市警务回访中，该局补录业
务、服务态度、办事效率、收费廉洁均排名全
市第一，成为全市唯一被省公安厅评为“双十
佳”的窗口单位。

新鲜， 更源自一桩桩本职之外解难济困
的成就与喜悦。

星城镇一户居民因家庭纠纷， 连续报警
37次，星城派出所民警37次出警，毫无怨言，
次次规范处警，回回耐心劝说，最终，一场干
戈化为玉帛。

5月22日，望城区中华岭社区西塘村村民
吴林君领到了3000元困难救助金， 激动不已
的他提着一袋子红薯跑到望城区公安局星城
派出所，感谢恩人冯建明。 年近60的吴林君，
患肺结核疾病，以卖红薯为生。 社区民警冯建
明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主动上门服务，多次跑

腿，终于为吴林君申请到了一笔困难补助。 钱
虽不多，但对吴林君而言，却是雪中送炭。 他
的感激之情，融入了这袋廉价的红薯中！

新鲜，不仅是一种感觉，更是一份担当，
一种追求。

家人有期盼，百姓有期盼，
平安幸福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这么多年了，对家人一直心存愧疚。 ”一

个年已垂暮的老警察， 回忆起几十年前孩子
出生的那段岁月，哽咽了。

他叫屈继伟， 是望城区公安局刑侦大队
的一名法医，全省优秀人民警察、全国优秀人
民警察。 有人谈法医而色变。屈继伟说，有时，
他递出去的烟没有人接，伸出的手没有人握，
甚至吃饭没人愿意同一桌……

而屈继伟，从事法医、扎根一线40年。 经
他的手检验、 解剖的各种尸体已经超过1600
多具。 面对一具具高度腐烂、 恶臭熏人的尸
体，他双手当工具，一抔一抔地将土扒开，致
使严重脱水，出现短暂性休克；为了找出命案
真凶，他在恐怖的凶案现场进行脚印对比，一
趴就是3个多钟头……

这个铮铮铁汉， 只有在回忆起当年外出
侦查而扔下难产妻子的幽怨眼神时， 才显现

一丝柔情。
星城派出所所长钟兴伟， 老百姓称他为

“拼命三郎”。
辖区超市发生系列盗窃案件， 他带领民

警在超市旁边蹲点守候，3天3夜没合眼，凌晨
3点，最终抓获3名犯罪嫌疑人。

派出所离家不过两三公里， 一心扑在工
作上的钟兴伟，却常常几个月不着家。

中华岭社区民警冯建明，放弃16年的部队
军官生涯，回乡当了个社区民警。 “老鼠什么
时候出洞，我们就什么时候出动。 ”冯建明每天
奔波在所管辖区，一天路程近50公里。

刑侦员刘勇， 以精湛的破案能力成为望
城公安史上最年轻的科级副所长。 记者前往
采访时，他急急忙忙要走，连说不好意思：“五
一节后，连破了3起案子，连着一个星期没回
家了，再不回家，老婆要下最后通牒了！ ”

“我们也有家，我们也有亲人，我们的家
人也有困难， 也有期盼， 有时候也望眼欲穿
……然而， 百姓的期盼在先， 社会平安大于
天。 ”

诗一般的语言， 代表着全体望城警察的
心声！

6月18日晚上， 长沙市岳麓区阜埠河路中段拐弯处可容纳近千人的夜宵摊点， 烟雾缭绕，
油烟呛鼻。 目前， 虽然长沙市规范了87个夜宵摊点， 但夜宵摊点产生的油烟、 噪音、 污染， 给
附近居民生活带来严重干扰。 他们期待有关部门加强对夜宵摊点的规范管理。

本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