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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十九大精神 汝阳法院破解执行难”系列报道（四）

推行
“执行无忧”悬赏保险，助力执行攻坚
老赖报端现踪迹，破解案件执行难

□记者 李晓波 通讯员 张克雷

□记者 李晓波 通讯员 韩琳 杨柳
本报讯 今年以来，汝阳县人民法
院多措并举，多次组织集中执行、重点
执行，曝光执行，执结了一大批案件。
但仍有部分积案无财产线索，难以查
找被执行人而陷入僵局。为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让人民群众在每个
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近日，
该院合理引入第三方力量，推出“执行
无忧”悬赏保险机制，有力地推动了执
行工作的开展。发布悬赏公告，是制
裁被执行人隐匿、转移财产行为，维护
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一种重要方式，但
是，部分当事人因承担费用问题，往往
对此心有疑虑。为此，汝阳县法院与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洛阳
市分公司充分沟通，启动了悬赏执行
保险方面的合作。保险公司推出了
“执行无忧”这一新保险品种，申请执

行人可自定悬赏比例，只需要支付最
高悬赏金额的 10%，最高悬赏金额不
超过 20 万元，申请执行人购买“悬赏
保险”后，可向法院提出悬赏申请。由
法院通过多种媒体平台向社会发布悬
赏公告，广泛查找财产线索或被执行
人的下落。在保险期限内，如举报人
能够提供线索且经法院核实有效、执
行到位后，即按悬赏公告约定的金额
获得悬赏金，该笔悬赏金按照保险合
同约定由保险公司承担。
截至目前，通过这一措施，共收到
财产举报线索 295 条，35 名“老赖”得
到控制，执结案件 29 件，执行到位金
额 190 余万元。使法院“找人难、找物
难”的难题得到有效解决，保障了申请
执行人的权益最大化，进一步提升了
执行质效。

本报讯 一天一夜奔波，从洛阳到中牟，
又从中牟到郑州，洛龙法院执行干警终于找
到失踪多年的被执行人王某。
王某与牛某因租赁工厂设备等事引起
纠纷，双方对簿公堂。洛龙区法院依法判处
王某支付牛某租金并赔偿损失 7 万元。判
决生效后，王某拒不履行判决义务，牛某申
请强制执行。执行干警依法传唤王某，但王
某不仅换了手机号码，甚至卖掉洛阳的房

子，只身逃往外地，杳无音信。11 月 8 日，执
行干警在阅读报刊时发现一则新闻，某民营
企业经理正是“失踪”很久的王某。执行干
警拨打该企业的电话，获知王某人在中牟。
当晚，执行干警驱车前往中牟。但因生意需
要，王某又去了郑州。执行干警连夜又赶赴
郑州。多方打听王某在郑州某工厂谈业务，
在等待 7 个小时后，终于见到“失踪”多年的
王某，
并成功将其控制。

强制执行公职老赖，政协委员全程监督
□记者 李晓波 通讯员 张玉鲁
本报讯 12 月 4 日，申请人裴某拿到
4.5 万元执行款后感动地说：
“不仅感谢执行
法官，还要感谢督办此案的政协委员。”据
悉，这是西工区法院在特殊主体执行案件
中 ，通 过 政 协 委 员 监 督 执 结 的 第 四 起 案
件。在执行被执行人为公职人员的执行特

殊主体案件中，在区政协的支持下，对公职
老赖采取“一对一”方式促案执行，即从受
理此类案件后，一名政协委员对一案进行
全过程的跟踪监督，并协助做好被执行人
的思想工作。精准的监督与支持，为执结
疑难案件探索出了新的路径。

九都东路窨井盖松动，车辆驶过如
“擂鼓”
施工项目部回应：窨井盖没放到位，已派人处理
□记者 李晓波 文图
本报讯 昨日上午，洛阳市恒大绿洲小区的多名居民拨打本报新闻热线
18837996211 反映，该小区南侧九都东路上的窨井盖，车辆轧过，频频发出“哐当
哐当”
的声响，
夜深人静时很扰民。

投诉 | 车辆轧过窨井盖，频频发出噪音
居民们反映的路段，位于洛阳市
九都东路延长线机车厂路与安居路
段，该路段通车时间不长，北侧紧挨着
恒大绿洲小区。
李先生家住在这个小区，他说，该
路段通车后，双向 8 车道，车辆逐渐增
多，交通是方便了不少，但烦心事也跟
着来了。马路上有很多窨井盖，一有
车辆辗轧过去，就会“哐当哐当”发出
声响。
“ 白天也就算了，可晚上回到家，
刚躺床上睡觉，频频发出噪音，惹人心
烦。”
同样，该小区居民王先生也说，一
到晚上，大车小车都走这条道，车速也
比较高，
“ 哐当”声音更加频繁。
“ 家里
的小孩才几个月大，大人都休息不好，
更别提孩子了。”
王先生说。
面对不堪忍受的噪音，该小区居
民也想了一些办法。
“ 我们小区的热心
居民，专门到马路上去查看窨井盖的
情况，想弄些材料垫一垫，防止车辆辗
轧过发出的声响，但发现窨井盖打不
开，
无法处理。”
小区一位居民说。

回应｜窨井盖没有放到位，
已派人处理
12 月 6 日上午，大河报记者来到该路
段，驱车自西向东行驶发现，在不足千米
的双向机动车道上，窨井盖有 50 余个，有
近三分之一的窨井盖出现松动，车辆轧
过后会发出
“哐当哐当”的声响。
窨井盖上写有“雨水”
“ 污水”
“ 市政”
等字样。
随后，记者将情况反映至洛阳市政集
团九都路施工项目部。该项目部相关负

责人说，目前该路段还未交工，此前也接
到过居民反映，已经安排工作人员进行处
理。
“该路段安装的窨井盖是防盗、防沉降
的，安装启用时，有专用工具。”该负责人
说，发生声响原因是井盖没有放到位，专
用工具打开进行挪动后，车辆轧过就不会
再发出声响。如果窨井盖有问题，将立即
联系厂家进行更换。

项目部负责人：对相关问题的回答
1. 为何该段窨井盖如此密集？
施工项目部负责人说，该路段窨井盖的数量属于正常，有雨水、污水两种井盖，也是
按照相关规范进行施工。九都东路地下污水管道非常大，窨井盖多一些，也是为了今后
养护方便，一旦出现问题，
容易排查。

2. 为何窨井盖非要设置在机动车道上？
九都东路上松动的窨井盖

该负责人说，人行道上有热力、通讯、供水、供电等管网或管道，雨污水管道管径比
较大，
埋得比较深，
都设置在机动车道的下边。

商丘供电公司
加强管控提升电网度冬能力

扶沟县供电公司
筑牢农村用电安全防线

入冬以来，商丘供电公司针对降温天
气，确保电网在高峰负荷和严寒天气中安
全稳定运行，最大限度地满足辖区内工业
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需求，通过排查设备
隐患，消除电网缺陷，强化作业现场防控，
开展迎峰度冬事故演习，提升电网度冬能
力。针对冬季电网运行的特点和规律，以
排查和消缺电网、设备隐患为关键点，深化
隐患排查治理，严格执行规程制度，
“ 严、
细、实”地开展各项工作。及时对重要设备
开展特巡，消除重要设备安全隐患，采取各
种措施，严控外力破坏事件发生；加强大负
荷线路和重要用户线路接点测温。有计

12 月 1 日，扶沟县供电公司在开展的农
村临时用电安全隐患排查活动中，累计对
18 个供电所 669 户进行排查整治，对 13 户
接线不规范的用户进行有效整改。
扶沟县供电公司加强农村临时用电管
理，近日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安全隐患专项排
查活动，围绕业扩报装手续、安全供电合同
签订等资料是否齐全，用电现场是否存在安
全隐患等方面的工作进行排查。
该公司员工还深入所辖乡村，开展安全
用电服务，宣传安全用电常识。对用户用电
安装维修进行规范，加强对用户用电设备的
检修和维护，现场排除用电故障。对用电线

划、有组织地加强配电线路巡视检查，为设
备更好地“迎峰度冬”拧紧“安全阀”。认真
开展缺陷整治，解决对房距离、三跨等方面
的安全隐患，清理线路与树木安全隐患，对
线 下 堆 物 、线 下 作 业 等 行 为 跟 踪 督 促 整
改。强化现场管理各环节安全监督，全面
落实各级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抓好作业
计划、现场勘察、危险点分析及控制措施、
现场安全措施落实等关键环节的管控，把
安全生产责任落到每个岗位、每位员工和
工作的各个环节。同时，开展迎峰度冬反
事故演习，提高应对电网突发事件的联合
作战能力。
（申思广）

路运行情况进行巡视，对部分缺失漏电保护
器的用户进行加装，发现隐患及时消除。他
们通过面对面的形式向农民讲解安全用电
注意事项等方面的安全用电知识，增强农民
的安全用电意识，确保农村用电环境安全有
序。
加大措施执行力度，农电管理中心对临
时用电户进行回访抽查，对用电手续办理、
优质服务、作风建设等进行现场取证。扶沟
县供电公司针对排查中存在的临时用电接
线工艺问题，将加强技术培训，将此作为常
态化工作进行督导整改。
（刘军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