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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27日下午3
时，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在山东威海召开全国卫生城镇
和健康城市工作经验交流会，会
上宣读了2015-2017周期国家
卫生城市（区）命名决定，为新命
名国家卫生城市（区）授牌。汝
州市政协主席陈国重代表市委、
市政府接受全国爱卫会授予汝
州市国家卫生城市牌匾。

国家卫生城市是全国爱国

卫生运动委员会评选命名的国
家级卫生优秀城市，是全国重
要的城市品牌之一。汝州市等
市荣获“国家卫生城市”称号，
对扩大城市影响力和知名度，
改善投资和人居环境，推动经
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

据了解，经全国25个省区
市爱卫会推荐，全国爱卫办组
织专家对 2015-2017 周期申

报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区）的城
市（区）进行了资料初审、暗访、
技术评估和综合评审，并进行
了社会公示。根据评审结果，
全国爱卫会决定，命名河南省
汝州市等69个城市（区）为国
家卫生城市（区）。汝州自
2013年起开始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工作。经过全市上下近3
年的共同努力，终于被正式命
名为“国家卫生城市”。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 锋 通 讯 员 李 明 明 高 浩
博 文图

本报讯 “我的电动自行
车在路边停着，怎么不见了？”
市民王女士对身旁路过的人
说，“你是不是没有停在车位里
面，把路给堵了？”好心人的提
醒让王女士明白了缘由。原
来，汝州市城市管理局针对非
机动车乱停乱放的现象开展了
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整治行动。

前不久，外出办事的王女
士随手将电动自行车停在了马
路边。但这一举动把原本就不
宽敞的马路堵了大半，影响了
市民们的正常通行。汝州市城
市管理局执法人员了解到这一

情况后，拖走了王女士的电动
自行车。后来王女士写下了承
诺不再乱停乱放的保证书才找
回了自己的电动车。

据汝州市城市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执法人员在发现
乱停乱放影响交通秩序的非机
动车之后，会就近寻找车主，帮
助车主将非机动车停放在恰当
的位置。而一时无法找寻到车
主的非机动车，将会被拖移至
停车场代为保管。车主想要取
回车辆，就需要携带身份证到
市城市管理局写下不再乱停乱
放的保证书，然后再去停车场
找车。“虽然不交停车费，也没
有罚款，但非机动车乱停乱放
的现象明显减少。”该负责人
说。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杨松播 孙洪涛

本报讯 “真是太感谢法
院执行局的法官了，没有想到
这么快就把我们的门面房执行
回来了，我们将尽快装修改造，
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好的购书及
阅读环境！”汝州市新华书店的
负责人从汝州法院执行局副局
长闫鹏飞手中接过门面房的钥
匙，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2007年，汝州市新华书店
将本单位的7间门面房租赁给
马某经营服装生意，2016年12
月30日合同到期后，马某拒不
归还租赁的房屋。新华书店新
任领导班子组成后，决定通过
法律程序收回600多平方米的
门面房，建立综合图书服务中
心，发挥宣传文化主阵地和主

渠道的作用。
2017年1月6日，汝州市

新华书店向平顶山仲裁委员会
申请仲裁，2017年2月28日平
顶山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
决，限马某于裁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日内返还租赁的7间门面
房。

马某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
履行，汝州市新华书店申请市
法院强制执行，立案后法院及
时向被执行人马某发出了执行
通知书，限被执行人马某于十
日内返还7间门面房。但马某
在收到执行通知书后，于2017
年 4月 27日上诉至平顶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撤销平顶
山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书。

2017年 6月27日平顶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
定，驳回马某撤销仲裁裁决书

的申请。2017年7月10日，本
案恢复执行，执行法官前往新
华书店一楼的门面房勘察现
场，并约谈被执行人，告知其应
履行的义务，让其明白拒不履
行将承担的法律后果，同时表
明法院将加大强制执行力度，
对“老赖”进行强制执行，劝告
被执行人自觉履行义务。并要
求其于指定期限内移交房屋。
2017年7月25日，执行法官冒
着高达39℃的酷暑全天候值
守在执行现场，经过一天的努
力，晚上9点在汝州市公证处
公证员的见证下，汝州市新华
书店负责人拿到了房屋的钥
匙，案件圆满执结。

近年来，汝州法院紧紧围
绕市委决策部署，加大执行力
度，为汝州经济社会的健康发
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杨松播

本报讯 7月26日，申请人
毛某紧紧握着汝州法院诉讼保
全中心干警韩佳佳的手说：“两
次来洛阳，你们顾不上吃饭先办
事，我自己都没想到案件会办得
这么顺利，太感谢你们了！”

6月21日上午11点多，诉
保中心接到立案庭移送的毛某
诉李某民间借贷纠纷保全一
案。随后申请人毛某告诉负责
此案件的一名干警，被申请人
李某有一笔款项当天很可能汇
入建设银行洛阳古城支行。了
解情况后，干警们当机立断，协
调车辆，安排人员第一时间赶

赴洛阳。到达洛阳已经下午1
点，韩佳佳等人连午饭都没顾
上吃，先赶到银行，对被申请人
的账户采取了冻结措施。在冻
结账户后的第二天，被申请人
账户就有资金入账。

7月26日上午，该案件开庭
审理，因为账户被冻结，被申请
人主动要求调解，在法官的主持
下，当事人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被申请人同意在账户解冻后当
场履行。上午11点多案件再一
次转到诉保中心，为趁热打铁保
证调解效果，韩佳佳等人又马不
停蹄赶往洛阳解冻账户。当着
诉保中心干警的面，被申请人将
现金交给毛某，圆满结案，毛某
对韩佳佳等干警连声称赞。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贾俊峰 杨松播

本报讯 近日，汝州法院
执行局成功执结一起20年的
旧案。

1995年6月刘某分五次从
丁某处借款9.5万元，刘某当时
给丁某写有收据。后来丁某向
刘某讨要借款未果，遂诉至法
院。

1997年4月25日，法院判
决刘某偿还丁某9.5万元。判
决后刘某仍未偿还借款，丁某

申请汝州市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在执行中执行干警多次查
找被执行人的下落未果，且家
中无可供执行财产，案件陷入
僵局。

2017年6月21日，汝州市
人民法院的贾法官接到申请执
行人提供的线索，刘某这几天
出现在公园晨练，贾法官立即
向执行局副局长刘学彬汇报，
执行局立即召开会议制订抓捕
方案。6月22日早上4点执行
干警在刘学彬副局长的带领下
到达指定位置蹲守，到六点还

未发现刘某的踪迹，刘局长当
即下令到刘某可能藏匿的地方
进行抓捕。在刘某及其家人毫
无防备的情况下，执行人员叫
开大门把正在睡觉的刘某当场
抓获。

刘某被依法拘留后，认识
到了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
务，并通过其家人与申请执行
人达成和解协议。至此，在汝
州法院执行干警的努力下，一
起20年未结的执行旧案终于
尘埃落定。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
员 闫小坡

本报讯 7月下旬以来，汝
州公路派出所组织民警对全市
物流寄递行业进行了检查。

检查中，民警们逐一查看
了从业者的相关证照，并对相
关企业法人宣读了《物流寄递

业管理办法》，要求从业者必须
履行“三个100%”，即100%落
实收寄实名制、100%开包验识
制、100%X光机验识制，并要
求企业法人签订《物流寄递行
业承诺书》。截至目前，已清查
物流寄递企业近40家，对存在
的无X光查验机等问题要求其
限期整改到位。

执法人员帮助车主将车辆停放在恰当的位置

汝州市获“国家卫生城市”称号
全国卫生城镇和健康城市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山东威海召开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张乐乐 文图

全国爱卫会授予汝州市国家卫生城市牌匾

房屋租赁合同到期 他拒不归还
汝州法院执行法官对“老赖”进行强制执行

汝州法院成功执结这起陈年旧案
二十年前借的钱 他至今未还

电动车以后不能任性停放了
汝州市城市管理局针对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现象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汝州公路派出所
对物流寄递行业进行检查

汝州法院采取诉讼保全措施
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