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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看执行·走进西工区人民法院（二）

翁媳闹矛盾，法院院长解难题
□记者 李晓波 通讯员 张玉鲁 孙桃丽
本报讯“谢谢赵院长！谢谢你
们！”近日，80 多岁的申请人乔某对执行
干警高斐说。这一幕，缘于西工区法院
为乔家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原来，乔某夫妇育有一子，2003 年
底儿子结婚，为让小两口过上幸福生
活，老两口将购买的房作为婚房迎娶儿
媳李某，两位老人则在外面租房居住。
次年，随着小孙女的诞生，更提高了全
家的幸福指数。
但这样的日子并没多久。2015 年
因感情不和，法院判决儿子儿媳离了
婚。之后儿子不知去向，撇下前妻和孩
子，也为老两口撇下无尽的烦恼。前夫
走了，儿媳没有生活来源，将前夫诉至
法院，要求其支付孩子抚养费。乔某看

到离婚后的李某与孩子仍住在自己的
房里，经多次催促无果后，起诉到法院
要求儿媳腾房。
儿媳看到诉状后怒上心头：
“ 你儿
子对孩子不管不问，也不支付抚养费，
孙女是你们家的血脉，想撵出去我，没
门！”两个案件生效后，进入强制执行程
序。因其前夫找不到，翁媳关系到了水
火不容的境地。期间经承办人、院领导
多次做双方思想工作，
均无果。
面对这一棘手案件，西工区法院院
长赵耀武主动办理这起
“骨头”
案。他摸
清了双方的真实想法及产生矛盾的主
因，
通过约见双方倾听意见，
赵院长提出
调解方案：
由乔某承担孙女的抚养费，
李
某腾出房屋。此方案得到双方认可。乔
某支付李某 3 万元的抚养费后，9 月 20
日，
李某腾出房屋，
两个案件一并执结。

洛阳市 640 户
中低收入家庭圆了住房梦

姐夫帮内弟担保，不愿承担连带责任

法院动真格 姐姐承诺还钱
□记者 李晓波 通讯员 张玉鲁 孙桃丽
本报讯 公职老赖拒不还款，被拘留
时妻子来为其担保，与申请人达成还款协
议。十一前夕，西工区法院执结了一起姐
夫为内弟担保的民间借贷案。
2017 年 1 月，周某因民间借贷纠纷，
将韩某、沈某诉至西工区人民法院。法院
审理判决后，韩某、沈某拒不履行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申请人周某到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因被执行
人韩某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且无能力还
款，韩某的姐夫沈某作为担保人承担连带

周末有雨 外出记得带伞
□记者 章杰

□记者 娄元军 通讯员 杨琳 徐丽霞
本报讯 10 月 11 日，洛阳市住房保
障和房产管理局在涧西区中国一拖体
育馆组织了经济适用房项目“时代阳光
苑”抽号活动。洛阳市纪委、住建委、房
管局均派员参加了抽号活动。公证人
员及现场随机产生的幸运观众代表，对
抽号过程进行了全程监督。
“时代阳光苑”项目是经省发改委、

住建厅、国土资源厅批准的保障性住房
项目，位于该市高新区郑州南路与蓬莱
路交会处，总建筑面积约 7 万平方米，由
洛阳和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3 月开工建设，规划建设高层住宅 4
幢 ，面 积 86.01 ㎡ -111.27 ㎡ ，暖 气、燃
气、有线电视安装入户。本次公开面向
社会中低收入家庭认购 640 套房源。
据了解，年底前，该市还有银河小
区二期、万鸿园经济适用房项目上市。

兼职刷单能赚钱？骗你钱的！
□记者 焦勐

核心提示 | 昨日记者从洛阳反虚假信息诈骗中心（注：
由市公安局、银行
和通讯运营商三方组成）官方微信获悉，近期，洛阳市兼职刷信誉诈骗案件不
断发生。据统计，
自 9 月 10 日至 10 月 10 日，
该中心共接兼职刷信誉诈骗报案
100 余起，
涉案金额达近百万元。分析发现在受骗群体中，
女性人数占被骗人
数的 99%。在所有女性受骗群体中学生占 60%，
家庭主妇占 30%。

责任。被执行人沈某在某戒毒所担任指
导员，身为被执行特殊群体，不及时还款
且在强制执行阶段拒不到案。后申请人
周某私下约谈沈某，执行民警在约谈地点
将其抓获。
被拘传后，被执行人沈某依旧态度强
硬，称自己没钱还。鉴于沈某的“耍赖”行
为，执行民警决定将其拘留。看到法院动
真格的，沈某当即给其妻打电话求助。沈
某的妻子来到执行局后，在执行民警的耐
心劝说下，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沈某
承诺在约定期限内还款，而沈某的妻子为
其担保。如沈某不履行义务，其妻承诺将
自己名下的房产变卖进行还款。

本报讯 经历了连日的中雨加小雨，
昨日的天空变得非常明澈，让人忍不住多
拍几张“洛阳蓝”。当然，这样的好天气今
天还能持续，
但到周末则有小雨来袭。
10 月 13 日，最高温度 18℃，最低温
度 10℃，阴，
微风；
10 月 14 日，最高温度 17℃，最低温
度 11℃，
阴转小雨，微风；
10 月 15 日，最高温度 15℃，最低温

度 11℃，
小雨，
3 至 4 级东北风。
紫 外 线 指 数 最 弱 辐 射 弱 ，涂 擦
SPF-12 防晒护肤品。
感冒指数 较易发 天凉温差大，适当
增减衣服。
穿衣指数 较舒适 建议着薄外套或
牛仔裤等。
运动指数 较适宜 进行各种户内外
运动。
空气污染扩散指数 较差 气象条件
较不利于空气污染物扩散。

P hoto
神龙水上义务搜救队队员潜水培训
图片新闻

□记者 李晓波 文图
本报讯 洛阳
神龙水上义务搜救
队一直担负着洛阳
地区水上义务搜救
工作，也多次参与
国内重大突发事件
的救援工作。面对
复杂的水下救援情
况，近日，该搜救队
队员在专业潜水员
的 指 导 下, 进 行 潜
水培训，熟悉潜水
设备，掌握一定潜
水技能，为洛阳水
下救援提供更好支
持。

【解答】学生、
家庭主妇为何成为受骗主体？
据反虚假信息诈骗中心的工作人员
介绍，
学生和家庭主妇具有社会阅历少、
工作时间零碎、网络安全防范知识欠缺
等特点，对常见的网络诈骗手段缺少基
本的鉴别能力，
容易轻信网络诈骗广告。
此外，学生和家庭主妇容易受到引

诱。不法分子利用部分大学生急于赚
钱或积累工作经验的心理，一步步引诱
大学生“上钩”。学生涉世不深，社会阅
历较浅，安全防范意识相对薄弱，因此，
很容易暴露在诈骗高发的环境之中。

【案例】学生兼职刷单员，被骗 4000 余元
学生林某（女，20 岁）在学校上网
时，看到 QQ 群上招聘刷单员，于是加
了对方 QQ 号，对方发送链接，林某点
开 后 ，通 过 微 信 扫 二 维 码 支 付 了 120
元。
随后，对方直接将本金和佣金转到
林某银行卡上，共 126.5 元。对方称，买
三件衣服可给 100 元佣金，又给林某发

送二维码。林某通过微信扫二维码被刷
走 1080 元，
此后林某迟迟未收到返款。
和对方联系，对方称任务未完成，
必须刷够三单才能返还钱款，林某又通
过 支 付 宝 、微 信 刷 了 两 单 共 3000 余
元。再次与对方联系时，发现对方已失
联，一直联系不上，林某才明白自己被
骗了。

【提醒】一旦被骗，第一时间拨打 110 报警
针对上述现象，洛阳市反虚假信息
诈骗中心提醒广大市民和在校学生：在
接到招聘刷单员的信息时要提高警惕，
不随意轻信陌生人的话；刷单、刷信誉
类案件中，骗子往往会在开始给点好处
以使人放松警惕，之后便以各种理由让
人掉入陷阱中。当出现此类情况时，切

忌连续大笔金额做单；此类刷单的“兼
职工作”，实际是帮助部分网店进行投
机行为，其中不乏一大批本身商品质量
不高且价格昂贵的网店，这就会损害其
他人的利益；被诈骗后要在第一时间拨
打报警电话。

（3 版，民生）戴戒指臭美一下，
结果取不下来了
戴戒指臭美一下，
结果取不下来了
□记者 焦勐 通讯员 朱争宇 文图
本报讯 10 月 10 日上午，一名 20 余岁的男子匆匆来到洛阳市伊川消防大队
豫港大道中队，请求消防官兵帮忙将头天晚上戴在手指上的戒指去掉。
据男子介绍，10 月 9 日，男子的哥哥在网上花费数百元购买的一枚戒指到
家，当晚，其哥哥外出，男子出于好奇将该戒指戴在手上臭美一下。结果，次日洗
漱时发现，戒指无法从手指上取下，
无奈只得向消防官兵求助。
消防官兵观察发现，男子戴戒指的手指已经出现红肿的情况，若不能及时摘
除，
恐对手指造成更大的伤害。
为避免在剪切戒指时对男子手指造成二次伤害，由两名战士将男子的手指
固定，一边用尖嘴钳、绝缘剪断钳等小心翼翼地实施剪切“手术”。经过近半个小
时的努力，戒指最终被成功摘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