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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子打伤邻居不赔钱
法院判后拒不执行被逮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冯军强
本报安阳讯 滑县被
执行人熊某涛将邻居李某
打伤后，不但拒不赔偿李
某损失，还抗拒法院执行。
近日，熊某涛因涉嫌拒执
犯罪被滑县法院依法逮
捕。
据了解，被执行人熊
某涛和申请人李某是邻
居，二人因琐事发生口角，
继而引起厮打，李某被打
伤住院治疗。事发后，滑县
公安局对熊某涛行政拘留
5 日。因双方没有就赔偿问
题达成一致意见，李某向
法院起诉，滑县法院审理
后，依法判决熊某涛赔偿
李某医疗费、误工费、护理
费等各项损失 2.6 万余元。

判决生效后，熊某涛没有
履行，李某申请强制执行。
进入执行程序后，执
行法官向熊某涛送达了执
行通知、失信风险告知、报
告财产令等法律文书，要
求熊某涛履行判决义务。
但熊某涛既不履行义务，
也不申报财产。因熊某涛
拒不申报财产，该法院依
法对其拘留 15 日，拘留期
满后，熊某涛依然没有履
行。经系统查询，没发现熊
某涛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
产。该法院依法将其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限
制其高消费。此后，执行人
员多次去熊某涛家中找，
但均没有见到本人。

由于熊某涛一直躲避
执行，申请人李某认为其
有能力履行而拒绝履行，
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今年 1 月份，李某向法
院提起自诉，要求追究熊
某涛拒不执行判决的刑事
责任，滑县法院受理后，作
出逮捕熊某涛的决定，滑
县公安局随即对熊某涛采
取网上追逃措施。
上网追逃后，10 月 27
日，滑县公安局发现熊某
涛的下落，将其抓获后，移
送到该法院。10 月 28 日，
涉嫌拒执犯罪的熊某涛被
送进了滑县看守所，等待
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安阳县法院

利用微信群 隔空调解惠群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黄宪伟
本报安阳讯 近日，安阳县
人民法院许家沟法庭通过建立
个案微信群，成功调解一起民间
借贷纠纷案，既方便了当事人诉
讼，又提高了审判质效，收到了
良好效果。
原告李女士诉称，2012 年
度 ，被 告 李 某 曾 向 其 借 款 5 万
元，并约定了利息。借款到期
后，被告李某则以种种理由予以
推托，因多次讨要未果，李女士
将李某诉至安阳县法院许家沟
法庭。
受理案件后，法官通过多方
走访调查了解到，被告李某长年

在山西省某地务工，平日很少回
家，在与其家属聊天过程中得知
了李某手机号码，并与李某取得
了联系。
“这个群是咱这个案件的专
用群，你不用来回跑了，有啥可
以说啥，你是否同意调解？”法官
在微信群内与被告交流，对案件
展开调解。
当日，从上午 9 时开始到下
午 2 时 30 分，法官通过 5 个多小
时的不间断调解，最终促使双方
达成了分四次付清的调解协议，
快捷、高效、新颖的调解形式，受
到了当事人的一致好评。

见电动车没锁便大摇大摆骑走

一男子在驾考考场行窃被抓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王马丽
本报安阳讯 近日，一
男子在汤阴县公安局交通
管理大队车管所驾驶人考
场见一辆电动自行车没有
锁，于是就“顺手牵羊”将
电动车骑走。该考场配合
伏道派出所成功将盗窃电
动车嫌疑人抓获，及时为
当事人追回了失物，受到
了群众的广泛赞誉。
“我停在路边的电动
自行车丢了。”10 月 25 日，
一名刚参加过驾驶人考试
的女子慌慌张张地找到交
通管理大队驾驶人考场负
责人刘娟称自己的电动车

被盗，并已拨打 110 报警。
接到群众求助后，驾
驶人考场负责人刘娟向当
事人了解了情况后得知：
当事人参加驾驶人考试，
由于疏忽，停车后未拔下
钥匙且未将车落锁，导致
电动自行车丢失，随后与
及时赶到的派出所民警一
起到案发地调取视频监
控。经调取监控发现一名
男子将电动车骑走，监控
模模糊糊能够显示出男子
的样貌特征，但无法确定
其身份。
本着对群众负责的态

度，考场负责人刘娟反复
调取了考场周边及考场内
监控，发现嫌疑人系驾驶
人考场参加考试的考生。
为了不打草惊蛇，在与辖
区派出所进行讨论后，最
终以嫌疑人电子签章未审
核通过为由通知嫌疑人到
驾驶人考场补签，10 月 31
日上午，嫌疑人到考场后
被派出所民警当场抓获。
目前，该案件嫌疑人
已被提起公诉，案件正在
进一步处理中。

针对大中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

安阳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治理工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惠海良
本报安阳讯 近日，
安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召开全市大中商场
超市暨农产品批发市场
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专项治理工作推进会。
会上，与会人员参观
了沃尔玛超市落实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工作，该局
总结了前期全市大中商
场超市暨农产品批发市
场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专项治理工作开展以
来取得经验和成效，通报
了前期专项治理中存在
的问题，安排部署了下一

步专项治理任务，组织与会
人员进行了食品安全知识
考核测试。
该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唐煜坤指出，大中型商超、
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落实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专项治
理活动开展以来，全市大型
商场超市认真开展自查，各
级食药监部门加大对企业
的服务指导、监督检查、监
督抽检，全市大中型商超、
农产品批发市场落实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意识明显增
强，食品安全状况得到很大
提升。

针对下一步工作，唐
煜坤要求进一步提高认
识，加大监督检查、监督抽
检力度，健全食品安全管
理制度，坚持以问题为导
向，突出重点，强化措施，
确保全市大型商超、食用
农产品批发市场落实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专项治理任
务全面完成，切实保障该
市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会后，该食药监局对全体
参会人员进行了食品安全
培训。

安阳北关法院

打响
“立冬风暴”
第一枪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程梦冉
本报安阳讯 近日，寒潮来
袭，气温骤降，为“迎评估，创环
境”，积极响应省院号召和中院
要求，11 月 6 日凌晨 5 点 50 分，
北关法院 75 名执行干警，出动
警车 18 辆，兵分四路，以查找、
围堵长期拒不执行、逃避执行的
被执行人为重点，开展“立冬风
暴”
执行行动。
迎着呼啸的寒风，踩着泥泞
的小路，清晨 6 时 10 分，执行干
警到达被执行人李某所在小区，
李某因借款纠纷长期躲避执行，
执行干警敲开门后，依法将正在
酣睡的李某拘传至法院。
6 时 30 分，执行一组到达被
执行人王某家中，王某却不在
家，在其家中的亲属均表示不知
王某去向，执行干警决定先赶赴

下一案件执行现场。在首次抓
获未果后，执行干警不气馁，30
分钟后，巧杀一记“回马枪”，再
次返回王某家中，成功将这名老
赖抓获。
据悉，此次执行行动，每组
均有院党组成员和执行局局长、
副局长现场指挥，执行局全员参
与，合理调配。截至当天下午 5
时，
“立冬风暴”凌晨行动共完成
现场调查案件 18 件，强制传唤
被执行人 4 案 4 人，司法拘留 1
案 1 人，达成执行和解 2 案 2 人，
当场执结案件 1 案 1 人，兑现执
行款 3 万余元，有力维护了司法
权威，震慑了老赖的嚣张气焰，
沉重打击了拒不执行法院判决
的行为，达到了执行一案、震慑
一批、教育一片的效果。

图片新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张华 文图
本报安阳讯 继南海舰队、遵义会议旧址之后的第三处中国银
行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基地，近日在安阳林州红旗渠干部学院正式挂
牌。总行党务工作部副部长兼系统团委书记范效华、红旗渠干部学
院副院长曹彦鹏参加揭牌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