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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焦作讯 为进一步
增强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对零
售业务的带动作用，截至2月
末，焦作分行个人住房贷款余
额23.4亿元，较年初净增2.17
亿元，完成省分行“春天行动”
计划的394%，继续保持零不
良，增量全省农行排名第一。

据了解，该分行出台“春
天行动”个人住房贷款营销
活动方案，按照增量计划完
成率、增量贡献度、资产质量
三个维度设不同权重进行综

合考核，最大限度调动一线
客户经理及相关业务人员工
作积极性。该分行围绕个人
住房贷款、个人房抵贷等重
点产品，对高端楼盘和中高
端个人客户实施名单制营
销，并强化对公积金中心、二
手房中介、专业市场管理方
等机构的合作，实施全方位、
多渠道营销。对已营销客
户，该分行个贷中心明确受
理、调查至放款各个环节的
办理时间，实施限时办结。

1月30日，农历正月初三，正
是新春佳节万家团圆的日子，而中
站区法院的执行干警却放弃与家
人团聚的机会，奔波在抓捕“老赖”
的路途中。当日6时许，该院执行
局局长付健和干警们将刚刚起床
的被执行人柳某东堵在家中。

“总算把柳某东给抓住了，一
桩心事可以了却了。”付健说。
2015年1月，柳某夫妇向中站区
法院申请执行，要求儿子柳某东
支付10个月的赡养费、医疗费共
计1600元。“这起执行案件并不
复杂，但长时间得不到执行，影响

很恶劣。我们在执行过程中调查
得知，柳某东每年为妻子、儿子购
买保险，金额累计达6700元，却
拒不支付其父母每月的赡养费
120元，老人有病也不管。”付健告
诉记者。

“我们跑了柳某东原住所和
两处租房地，向其妻子送达了执
行通知书及传票，但是一直没找
到柳某东本人。”付健说，办案过
程一波三折，实地调查、走访、蹲
点、跟踪，前前后后不知跑了多少
趟。2017年春节前，执行干警连
续3天，每天凌晨到柳某东租房处

进行蹲守，仍不见其踪影。
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农历

正月初三6时许，执行干警再次来
到柳某东租房处时，终于发现了
他，并将其抓获。被司法拘留后，
柳某东仍然拒不履行法院判决。
因情节严重，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柳某东被法院移送公
安机关侦查，拟追究其刑事责任。

“执行工作虽然难，但只要干
警们的责任心强，真正把老百姓
的冷暖放在心上，用心去做，就能
推动执行工作的开展。”付健深有
感触地说。

付健：执行工作显身手
□记者 郭长秀 通讯员 董柏生

核心提示 | 付健，焦作市中站区法院执行局局长，先后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荣立个人
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近5年来，焦作市中站区法院执行局受理执行案件1281件，执结1246
件，连续3年在焦作市法院执行工作绩效考核中排名第一。在付健的带领下，中站区法院执行局先
后荣立集体三等功3次。谈及获得的荣誉，付健说：“这都是本职工作，是应该做的，很平凡。” 风里来雨里去，付健自

己也记不清楚曾经帮助过多
少申请人实现了诉求。但
是，执行干警的牺牲与奉献
未必能完全得到申请人的理
解。“因为有的被执行人确实
没有履行能力，申请人一直
埋怨执行工作进展缓慢，个
别人来法院闹事，还到处上
访。”谈起吴某申请执行张某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付
健也是一肚子心酸和委屈。

2008年，吴某在张某的
矸石矿工作时摔伤，被鉴定
为二级伤残，法院判决张某
赔偿吴某医疗费等各项费用
共计61万元。判决生效后，
因被执行人张某未自觉履行
义务，2010年11月，吴某向
中站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中，付健和执行干警发
现张某家的房屋早已拆迁，拆
迁补偿款2万元早被其领走，
也无车辆可供执行，张某的银
行 账 户 内 仅 有 7.1 元 钱 。
2012年8月，执行干警通过排
查张某的亲属发现其下落。
经过耐心调解，吴某与张某达
成了执行和解协议，张某分4
次每次给付吴某5万元，共计
20万元赔偿款。但张某按照
协议履行了 10万元赔偿款
后，再次下落不明。2013年
至2014年，执行干警多次与

张某联络，要求其来法院处
理问题，但均遭到拒绝。

吴某家境困难，为了帮
助他早日拿到赔偿款，执行
干警用尽所有执行措施，付
出了大量心血来推动该案件
的执行，但吴某对执行工作
始终不理解。从2014年 12
月开始，吴某多次到中站区
法院堵大门，大吵大闹，滞留
办公室不走，严重影响了法
院的正常工作秩序。吴某还
在网络论坛上发帖子，歪曲
事实，中伤执行干警。虽然
受尽了委屈，但是付健没有
放弃这个案件，依然想尽办
法去执行。2015年6月1日，
付健在一家餐馆吃午饭时偶
然发现了张某的行踪，马上
通知执行干警，将张某抓
获。当日15时，执行干警通
知吴某来法院进行调解，但
张某拒绝履行协议。经过深
入调查，执行干警发现张某
自2013年7月拒不履行协议
后，通过做工程赚了11万元
并用于旅游等消费。鉴于张
某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的严重
情节，中站区法院于2015年
6月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侦
查，追究其刑事责任。2015
年9月，法院判决张某构成拒
不执行判决罪，判处其有期
徒刑1年6个月。

付健1992年进入中站区法
院，先从事刑事审判工作，1994年
进入执行局，2004年担任执行局
局长至今。他经常加班加点，累
得患上了重病，需要长年输液治
疗。许多同事劝他：“别再玩命
了，歇歇吧，保重身体要紧。”付健
却说：“我也想歇歇，可是每当看
到当事人急切而充满期待的眼神
时，我就停不下来。”

在2017年春节期间的“春雷
行动”中，他以身作则，带领全局
执行干警起早贪黑连续奋战，每

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共对42起
案件的48名被执行人开展了集
中执行，司法拘留11人，将3名拒
不履行法律义务的被执行人移送
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执结案
件27起，执结标的额30.4万元。

在工作中，付健带领执行干
警充分发扬“千辛万苦破解执行
难题、千方百计提升执行艺术、千
言万语化解矛盾纠纷”的“三千精
神”，积极探索新时期破解执行难
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在办理执行案件过程中，付

健不畏千辛万苦，保持执行高压
态势，以强制执行为原则，利用信
息化手段，严惩失信被执行人。
为了方便申请人随时询问案件进
展情况，他要求干警向申请人公
开办公电话及个人手机号码，手
机24小时不得关机，一旦发现被
执行人下落及财产线索，无论是
否工作时间，必须第一时间赶到
现场开展执行工作。在春节这个
执行的黄金时期，他和执行干警
更是起早摸黑、重点攻坚，执结了
一大批案件，受到了群众好评。

平凡工作，干出不平凡业绩

越是节假日，越是忙碌时

面对一时委屈，始终忠于职责

本报焦作讯 今年以来，温
县联社以“春天行动”为契机，多
措并举抓存款，收到了良好效果，
截至2月底，该县联社各项存款余
额达 604394 万元，较年初净增
66298万元。

他们的做法是：及早谋划做
安排，充分研究市场，分析形势，
制定存款目标任务以及考核激励
办法，调动干部职工的揽存吸储
积极性。全员行动，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比、学、赶、超，敢想、敢
干、敢抢、敢争、敢夺、敢冲、敢闯，
勇于担当，为圆满完成组织资金

工作奠定了扎实基础。强化宣传
造声势，“双节”期间，该县联社制
作1000多条横幅，在29个营业网
点和全县262个行政村悬挂；出
动10辆宣传车，每天在全县城乡
宣传农信社的产品与优势；向社
会各界人士发送手机拜年短信，
在报纸、电视、电台刊（播）农信社
的宣传语。深耕“四区”促营销,
该县联社班子成员亲力亲为，积
极带领干部职工走上街头，深入
农区、社区、商区、园区，上门走访
客户，开展网格化、地毯式、精准
化营销，大力推广农信社的存贷

款和电子银行等业务，并建立客
户信息资料档案，适时跟进和维
护。延伸服务提形象，春节前夕，
积极与返乡务工人员联系，在车
站、网点搭建“情暖返乡路服务
站”，派3辆面包车将返乡回家过
年的务工人员接送到家；组织志
愿者到联合国维和英雄申亮亮、
百岁老人王吉氏、全国孝亲敬老
之星武苗苗家中慰问；举办温县
2017年贺新春“农信杯”谁是球王
羽毛球争霸赛等，使农信社的社
会知名度和形象不断提升。

本报焦作讯 为认真贯彻落
实《河南银监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特殊消费者群体金融服务工作的
通知》，焦作银监分局组织辖内银
行业机构在做好日常金融服务的
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采取

“四大举措”提升特殊消费者群体
金融服务水平。

一是不断完善便民服务和安
全保障措施。在门前设立坡度低
于30度的“无障碍通道”，在醒目

位置张贴无障碍标识，并配备“紧
急呼叫按钮”、轮椅、婴儿座椅等，
以满足特殊客户群体的需求。二
是强化员工对特殊群体的服务技
能，提升特殊群体服务体验。针
对残障客户的特殊情况和实际需
求，聘请专业老师进行手语教学
和急救培训，要求大堂经理在第
一时间迎接、搀扶、引导特殊客
户，以热情的态度、优质的服务公
平公正对待特殊群体客户。三是

设立“爱心窗口”为特殊客户群体
提供绿色服务通道，并配备“助盲
卡”和“盲人密码键盘”，方便盲人
客户办理业务。四是对于无法亲
自到网点办理业务的特殊客户，
为其提供延时服务、上门服务等
贴心的人性化服务。针对有书写
障碍的残障人士办理开户、存取
款、挂失等业务时,允许使用按手
印并加盖本人图章的方式代替签
名。

焦作银监分局“四大举措”

提升特殊消费群体金融服务水平
□记者 郭长秀 通讯员 陆旭 黄哲

各项存款突破60亿
温县联社多措并举抓存款

□记者 郭长秀 通讯员 薛妍玲 晁永利
本报焦作讯 为充分展

现焦作保险业广大团员青年
精神面貌，给美丽焦作增添
一份新绿，昨日上午，焦作保
险协会携手14家保险公司积
极参与团市委开展的以“绿
动青春 美丽焦作”为主题的

“共青林”建设活动。
“共青林”是广大团员青

年致力绿色发展，投身“美丽
焦作”建设的实践基地。昨
日上午，焦作保险业界150余
名青年志愿者来到中站区龙
翔街道周窑村，拿起铁锹、水
桶等工具，按照“三埋两踩一

提苗”的要求，分工协作、相
互配合，认真完成每一道工
序，合力栽下一株株树苗，种
下了新年的希望。经过一个
上午的努力，260余棵新栽树
苗在春风中昂然挺立，构成
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活动结束后，大家纷纷
表示，这样的植树活动很有
意义，不仅能倡导生态文明，
传播绿色理念，更能提高行
业生态环保意识和资源节约
意识，在全行业营造出“绿动
青春 美丽焦作”的浓厚氛
围。

焦作保险协会
开展共青林植树活动
□记者 郭长秀 通讯员 张新伟

个人住房贷款增量计划完成率

农行焦作分行全省排首位
□记者 郭长秀 通讯员 韩扬发 韩玉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