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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债男子听说会判刑主动还钱

被执行人刘某得知逃避执行将被追究“拒执罪”，连忙到法院履行全部欠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波 通讯员 卢彦吉 罗文迪
本报讯 近日，
伊川法院成功执结
一起民间借贷案件，被执行人刘某在
得知逃避执行将被追究
“拒执罪”
情况
下，
连忙到法院履行完全部欠款。
2017 年 5 月，刘某以做生意急需
资金为由向李某借款 15 万元，并出具
借条一张。同年 11 月，借款到期后，
因李某多次索要无果，将刘某诉至法
院。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刘某分
四次偿还全部欠款。但调解书生效
后，刘某未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还款义务，2018 年 4 月，李某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法官张锁乾接到案件后，依
法向刘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执行裁定书等相关法律文书，
但刘某均未给予回复。执行团队又
多次打电话催促其还款，但刘某总找
各种理由推诿，拒不履行。因刘某本
人外出躲债，经查询其名下也无可供

执行的财产，
一时间，
案件陷入僵局。
今年 2 月，案件出现了转机。原
来，法院执行团队通过不断查询发
现，近期被执行人刘某将其在伊川某
公司的 55%股份以 110 万元转让给
其朋友王某。刘某完全有能力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却拒不履
行，依法是可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的。申请人李某
到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追究刘某的
刑事责任。
开庭前，得知自己因拒不执行要
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被执行人刘某立
刻给张法官打来电话说：
“法官啊，我
现在就到法院还钱，可千万别把我判
刑！”3 月 21 日，一直未露面的被执行
人刘某来到法院执行局，履行了全部
欠款，并得到了申请人李某的谅解，
撤回起诉。在法院主持下，双方冰释
前嫌，握手言和，
案结事了。

交警集中治理交通违法

洛阳联手抖音 邀您打卡古都之美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韶萌 通讯员 郝杰 刘鹏
本报讯 洛阳携手抖音，邀请你
来打卡古都之美。23 日上午，
“ 精彩
洛阳‘抖’是美”新媒体宣传活动启动
仪式在洛阳市广播电视台 2 号演播厅
举行，本次活动由洛阳市委宣传部、
洛阳市委网信办主办，活动主要包括
“了不起的洛阳”发布会、
“ 跟着抖音
逛洛阳”抖音挑战赛、
“抖音达人在洛
阳”
体验宣传活动。
即日起，
“跟着抖音逛洛阳”抖音
挑战赛正式启动，无论你是本地市民
还是来洛游客，都可以拿出手机，打
开抖音 APP 参加挑战赛，拍摄你看到
的洛阳之美，还可能赢得牡丹瓷、小
米 9 手机、杜康酒等奖品。
此外，全国抖音达人还将齐聚洛
城。
“抖音达人在洛阳”体验宣传活动
邀请了全国范围内粉丝 100 万以上

的抖音达人和本地抖音达人组成 20
人的达人团，亲身体验洛阳的美城、
美景、美食，感受洛阳城市之美，拍摄
原创视频在抖音 APP 发布，让更多人
通过抖音了解洛阳“古今辉映、诗和
远方”
的城市名片。
“跟着抖音逛洛阳”抖音挑战赛，
活动时间为 3 月 25 日起至 5 月 10 日，
热爱洛阳、喜欢洛阳、喜欢展示自我、
喜欢“抖音”创作的人，均可参与。打
开抖音 APP 搜索话题#跟着抖音逛洛
阳#，在话题内发布洛阳相关视频，洛
阳牡丹、城市风貌、人文风景、科技创
新、衣食住行、城市正能量等凡是能
体现洛阳城市特色风貌的正能量原
创内容即可参加。届时，将根据抖音
奖项规则设置点赞排名的前 50 名，
.
幸运奖 50 名，
统一安排兑奖。

行人非机动车违规现场交罚款、3 次以上违章或将拘留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董楠 通讯员 姜东
3 月 24 日，洛阳市交警支队在涧西区辽宁路丽新路口严查行人、
非机动车闯红灯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记者注意到，对于非机动车逆
行、走机动车道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现场登记后录入系统并现场缴
纳罚款，累计两次及两次以上交通违法行为的将顶格处罚，不配合民
警执法的将被处以 15 日以下拘留。

违章人员现场录入系统，罚款
可以现场缴纳
“我也知道非机动车占用机动车
道不合适，今天有点事疏忽了，以后
再也不违章了！”3 月 24 日，市民陈先
生接受完处罚后说。当天上午，洛阳
市交警支队开展集中整治行动，并在
九都路南昌路口、辽宁路丽新路口、
景华路天津路口进行重点整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注意
到，与以往集中整治交通违法活动不
同的是，此次集中整治对于已被处罚
的群众，将每人发放一张“警示告知
书”，内容则提醒交通违法行为，已经
有过交通违法行为者，应更加遵守交
通法规，文明出行等内容。
对于行人、非机动车的轻微交通
违法行为，将被处以 20 元罚款，且罚
款可现场缴纳，
“ 交通违法者交过钱
后，将统一上缴罚款”，现场执勤民警
介绍说，对于机动车的交通违法行
为，仍需要到银行进行缴纳罚款。
记者了解到，集中整治期间，执
勤民警均配备有警用平板电脑，不管
是任何类型的交通违法行为，均将进
行实名登记并录入系统，如果累计两
次及两次以上因交通违法被查处，将
会对其进行顶格处罚，对于 3 次及以
上出现不配合执勤民警接受处罚的，
当事人将被处以 15 日以下拘留。
据统计，仅长春交巡大队在集中
整治当天，共查处各种交通违法 234
例，其中行人 1 例；非机动车 80 例；电
动三轮 8 例；电动四轮 6 例；机动车

139 例（其中扣车 4 台，机动车占用非
机动车道 57 例）；拖车共 13 台（其中
汽车 2 台，两轮摩托 4 台，两轮电动车
1 台，四轮电动车 6 台）。

每周至少 3 次集中整治，严查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
记者采访中获悉，在牡丹文化节
环境创优交通秩序整治行动中，交警
部门将严查机动车严重违法停放（停
在出口、公交车站、消防通道、停双排
等）、走非机动车道、占道、借道行驶、
不礼让斑马线，非机动车和行人闯红
灯、逆行、占道、走机动车道，三、四轮
车闯红灯、无证驾驶等交通违法行
为。
据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集中整治行动期间，支队每周组织不
低于 3 次行动，各大队将根据辖区实
际情况进行查处行动。设施大队也
将对全市路口的交通设施、交通标
线、交通标志进行维护和完善，让广
大交通参与者能清楚看到交通标志
标线，主动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此外，在整治期间将采取“警便
结合”的形式进行整治。身着警服警
力负责路口违法的查纠，便衣警力在
进入路口前方重点查处机动车不礼
让斑马线和强行借道违法等行为，对
带头违法的一律严惩，并顶格从严处
罚。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提醒广大
交通参与者，不要存在路口没交警或
距离路口较远有交通违法行为的侥
幸心理，便衣警力或许就在您身边。

6000师生举行校内马拉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波 通讯员 赵燕昌 文图
本报讯 与春天相约，与欢乐
同行。3 月 24 日，洛阳理工学院
举办“校园迷你马拉松暨千人健
步走”活动，引导大学生“走下网
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促使大
学生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和
健康的生活学习方式，活动吸引
该校 6600 余名师生参加。最终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丁仕佳夺
得男子组冠军，环境化学与工程
学院的杨园园夺得女子组冠军。

防溺水安全知识进校园
本报讯 3 月 25 日是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伊川县神鹰救援队党支
部联合县委组织部、县教体局、县应急管理局走进伊川县天坤职教中心、伊川
县思源学校开展防溺水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据介绍，这是伊川神鹰救援队
党支部三新大讲堂自成立以来开展的第 171 场次安全宣讲，目前共受益师生
达 18 万多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波 通讯员 梁绪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