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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6日清晨
5时30分，安阳县法院执
行局40余名干警，放弃周
六休息日，利用假日清晨、
饭点儿被执行人容易寻找
的黄金执行时段，再次组
织开展集中执行行动，收
到了良好效果。

执行过程中，干警兵

分四路，对水冶、曲沟、许
家沟、白璧、瓦店等15个
乡镇40名被执行人进行
了强制执行。其间，有的
被执行人还未起床、有的
被执行人正在吃饭，还有
的被执行人正准备外出办
事，均被执行干警堵在了
家中，通过明理释法，部分

被执行人当场履行了义
务。

此次活动共拘传失信
被执行人6人，执结案件
11起，当场履行案件4起，
执行到位标的20余万元，
有力维护了申请执行人的
合法权益。

本报讯 近几日，滑县
地区持续高温，地表温度
高达40℃多，一股股热浪
扑面而来，比这天气更

“燃”的，是滑县法院执行
干警们的昂扬斗志！6月
2日以来，滑县法院执行
干警连续三日展开集中执
行行动，执行团队与警务
大队密切协作、强势出击，
展现了执行干警们的“铁
汉”风采。

6月2日凌晨5点半，
万古执行团队集结出发，9
点40分至10点10分，执
行干警们“马路边办案”，
耐心做当事人的思想工
作，现场执结一案；11点
40分，气温飙升，皮肤被
晒得生疼，干警们仍穿梭
在田间地头，相继成功拘
传多名被执行人……

为尽快结案，干警们

主动放弃午休时间，加班
加点工作。此次行动共拘
传9人，结案5件，执行到
位金额5万元。

6月3日清晨6点11
分，上官执行团队迅速拘
传第一名被执行人。接下
来干警们顾不得吃饭，捷
报频传，截至10点，共拘
传4人。截至下午6点，
上官执行团队共结案 6
件，执行到位金额45968
元。

6月4日凌晨5点半，
王庄执行团队出发了。餐
桌前、果园里、麦田里、被
执行人工作的超市里……
干警们的身影无处不在。

上午 11点 44 分，干
警们顶烈日、战酷暑，汗流
浃背与被执行人斗智斗
勇，杀了个“回马枪”，成功
扣押轿车一辆。此次行动

共拘传2人，扣押车辆一
辆，结案2件，执行到位金
额1万余元。

其他执行团队也毫不
逊色，送达法律文书、拘传
被执行人、入户调查、扣押
车辆……执行工作火热进
行中。

据统计，6月2日至6
月4日期间，滑县人民法
院执行局共计结案49件，
执行到位金额 208 万余
元。

“天气越是炎热，我们
将被执行人堵在空调房的
成功率就越高！”执行干警
们与炎热天气叫板比硬，
与被执行人斗智斗勇，烈
日下走街串巷数十里地、
执法记录仪晒到烫手、汗
水将制服浸透、顶着饥饿
与疲惫……执行干警们依
然不停前行的脚步。

本报讯 林州一 10 岁的
“熊孩子”玩抖音时，将家长银
行卡里的3万多元打赏给了主
播。在林州警方的帮助下，终
于将钱追回。

5月初，林州市公安局临淇
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张先生报
警称，其银行卡里的3万多元
钱被儿子“打赏”给了抖音主
播。

当时张先生夫妇特别着
急，民警周稚朝热心地帮助群众
为民解忧，立即着手收集相关信
息，包括银行流水、支付记录，同
时调取视频监控，固定小男孩和
主播的聊天记录等，配合家长
积极与抖音工作人员联系。

经过民警多方举证，抖音
平台认定是未成年人独自进行
了打赏行为，与张先生取得了
联系，并退回了2.5万余元。

6月7日，张先生夫妇将一
面“一心为民、廉洁奉公”的锦
旗送到临淇派出所，以此表达
感激之情。

民警在此提醒，近年来“熊
孩子”打赏主播的事件时有发
生，但追回“打赏钱”的难度很
大，在平台加强青少年消费监
管的同时，家长在日常生活中
也应当加强教育监督和引导，
同时保管好自己的支付密码，
不要随意透露给孩子，避免类
似事件发生。

本报讯 按照公安部
交管局、省交警总队“减量
控大”严防交通事故的要
求，安阳市交警支队积极
开展各项工作。在交通事
故紧急救援中，与辖区医
院急救中心紧密合作，快
速、有效、全面地抢救交通
事故中的伤者，目前已经
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6 月 9 日 14 时 08 分

许 ，雷 某 某 驾 驶 豫
EJ3669/豫 E5H70 挂 的
重型半挂牵引车沿华祥路
由北向南行驶至安钢11
号门岗左转弯发生侧滑，
与正在道路上维修车辆的
张某某发生碰撞，造成张
某某受伤的交通事故。

事故民警高福军、辅
警李运峰接到报案后，迅速
赶到现场，利用交通事故保

障应急救援机制，第一时间
与120急救中心取得联系，
并通过交通事故救助基金
开通绿色通道，与医院急救
中心人员一同参与到救助
伤员的行动中。

因反应迅速，措施得
力，伤员得到了及时有效
的救助，现在伤情已稳
定，目前该案在进一步处
理中。

本报讯 因酒后与家人吵
架，内黄一男子一气之下借疫
情散播谣言。近日，内黄县公
安局长庆路派出所查处一起虚
构事实扰乱社会秩序案，违法
嫌疑人宗某军被依法行政拘留
十天，罚款400元。

6月2日下午，长庆路派出
所接到线索称，辖区北张村一
宗姓男子在朋友圈内，借疫情
散播谣言，扰乱公共秩序。长
庆路派出所接到线索后，立即
展开调查，并及时传唤嫌疑人
宗某军。迫于公安机关压力，6
月3日上午，违法嫌疑人宗某
军主动到派出所投案自首，并
如实交代了案件的违法事实。

违法嫌疑人宗某军，现年
30岁，是内黄县张龙乡北张村
人。今年4月底，其和街坊去

湖北省监利县打工一个多月
后，5月28日左右，其和朋友开
车回内黄老家，当晚 12 时左
右，宗某军喝酒后因和家人视
频聊天时吵了架，情绪激动将
自己的手机摔坏，然后用朋友
的手机录了一段扬言要把病毒
带回内黄的视频发送出去，几
分钟后感觉不对就将视频删
掉。6月3日宗某军得知自己
一时冲动发送的视频在网上大
量传播，造成了较坏的影响，就
主动到派出所投案自首。

鉴于宗某军主动投案自
首，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及
时挽回影响，公安机关对违法
嫌疑人宗某军依法做出行政拘
留十天，罚款400元的处理决
定。目前，宗某军已做过核酸
检测，结果呈阴性。

本报讯 当前，全省各级公
安机关正在开展代号为“黄河
行动”的打击整治行动，其中一
类打击对象便是破坏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近
日，汤阴公安迅速行动，抓获3
名非法捕捞水产品的犯罪嫌疑
人。

5月21日晚10时许，汤阴
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群
众报警，有人在汤河电鱼。城
关派出所民警接到指令后迅速
出警。

到达现场后，民警发现此
段汤河河槽正在进行清淤工
程，水位下降得很低。借着依
稀的灯光民警在河段某处发现
有人正划着一条小船，遂叫其
上岸接受检查。

在船内民警当场搜出专门
用于电鱼的电瓶、电线、竹竿等
自制捕鱼工具。经初步调查，

当晚在汤河河道负责清淤工程
的张某，觉得河道水位下降，便
打电话叫朋友安某和晁某来抓
鱼。几人找来了电鱼的工具，
又在河道内找到一条小船，本
想着电几条鱼回去炖炖当下酒
菜，不成想此举已触犯了法律。

随后，民警专门到农业局
渔业部门和水利局进行相关调
查取证。经了解，汤阴境内的
汤河河道是汤阴县自然水域，
属于漳卫河支流。根据规定，
河南省境内的漳卫河干支流在
2020年的4月1日至7月31日
为禁渔区和禁渔期，禁止除垂
钓以外的其他捕捞作业。因
此，张某、安某、晁某3人的行
为，违反了保护水产资源法规，
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目前，3人已被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

燃滑县法院3天结案49件
执结金额208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黄靖静

利用假日清晨、饭点儿
安阳县法院巧执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黄宪伟

交通事故紧急救援 安阳交警获赞誉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高翔 文图

内黄一男子散布谣言被拘留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侯会娜

“熊孩子”打赏主播
民警帮忙追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郭宙鹏

汤阴男子本想电鱼下酒
不料触犯刑法被拘留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张静

伤员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