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案例

法 院法 院 天 平天 平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办联办

“你上了黑名单，我们不能聘用你”
淅川县一失信被执行人找工作吃了闭门羹——

法治时讯

淇县公安局

专项整治“鬼火摩托车” 打击拒执显威
老赖当庭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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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他人救命钱
住院病人变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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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平县检察院

开展集中宣讲活动
——记濮阳市中原油田交管执勤二大队

平安路上亮丽风景线

“我们查了你的诚信记录，你上了淅川

县人民法院的黑名单，我们不能聘用你。”7

月28日，在深圳市某家具厂找工作的何某

吃了闭门羹后，才猛然想起两年前的那场交

通事故。

2015年，被执行人何某与申请人赵某

因交通事故受害发生责任纠纷，因何某当时

还未成年，在法院作出判决后，何某的父母

作为监护人也未主动按判决履行赔偿义务，

赵某遂向淅川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申请强制

执行，申请标的23万元。何某父母常年在

外打工，抱着“孩子未成年，法院没办法”的

侥幸心理，仍不履行义务，案件一度陷入僵

局。淅川县人民法院按规定将被执行人何

某上报纳入了全国法院执行网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库，也就是常说的黑名单。

在何某找工作遭拒后，何某父母才意识

到何某被列入黑名单的严重后果，主动找到

淅川县人民法院，帮助何某履行义务。7月

31日上午，被执行人何某的父母从外地赶到

县人民法院，请求履行法院的判决。据何某

父母说，其子为了躲避法院执行常年打工不

回家，但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儿子辍

学去工厂打工时，工厂拒绝让他应聘，原因

是他被法院上了黑名单，孩子不上学又不打

工还能干啥，无奈之下，才来到法院主动履

行判决。在淅川县人民法院的调解下，何某

的父母与申请执行人赵某达成执行和解协

议，分期两年履行赔偿款。经赵某同意，法

院撤销了何某的黑名单。

据了解，今年以来，淅川县法院加大对

失信被执行人的信用惩戒力度，公布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信息454个，其中176人次申

请银行贷款被限制或者乘坐高铁、飞机被

拒，有力地打击了拒不履行义务，规避执行

行为，促使被执行人积极履行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

效果。 （杨泓李东）

7月中旬以来，淇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在全县范

围内开展了为期六个月的专项整治“鬼火摩托车”

行动。

在专项行动中，淇县交警大队经过实地摸排调

查发现，在辖区鹤淇快速通道、107国道、泰山路等

路段，每天晚上均有大功率“鬼火摩托车”飙车扰

民。针对“鬼火摩托车”车身小、加速快、机动灵活

的特点，淇县交警大队成立铁骑队，成员统一配有

春风250警用摩托车、反光安全服、对讲机、安全肩

灯、执法记录仪，并在关键道路设立观察站，发现

“鬼火摩托车”后，通知前方民警进行设卡堵截，后

方民警跟随堵截，对其形成合围之势。截至目前，

该大队共查获“鬼火摩托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130余起，其中无证40起、无牌36起，暂扣改装摩

托车32辆。 （牛合保）

近日，濮阳县人民法院利用打

击拒执，成功执行完毕一起民间借

贷案件，被告人赵某因害怕刑事追

责，当庭归还王某欠款及利息22万

余元。

王某与赵某等人因民间借贷发

生纠纷，后王某将赵某等人诉至濮

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该院依法作

出民事判决，判令赵某等三人共同

偿还王某借款及利息。判决书生效

后，赵某等人未履行还款义务，王某

遂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濮阳

市华龙区人民法院依照异地执行规

定移交濮阳县人民法院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

官依法向赵某等人送达了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和限制高消费令等

法律文书，并多次查找联系，赵某等

人拒不接受执行调查，且拒不履行

判决义务。执行法官对赵某财产查

询，发现其名下有多个银行账户在

民事判决书生效后有大额款项进

出，便将此情况告知申请人王某。

王某遂以赵某涉嫌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依法向濮阳县人民法院提出

刑事自诉。

在刑事自诉审理期间，赵某主

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遂与王某

达成执行和解，并全部履行判决确

定的还款义务。自此，该案得以顺

利执结。

（王国伟）

连日来，中原油田交管执勤二大队加

大巡逻力度，助力濮阳市文明城市的复审

工作。

自今年五月以来,油田交管执勤二大

队对各类道路违法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先

后对学校、居民区车辆乱停乱放、行人以

及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等行为进行严肃

处理，并严查酒后驾驶、无证驾驶、超速超

载等交通违法行为。在道路环境整治过

程中，执勤二大队全体民警顶着烈日、冒

着酷暑，坚守一线岗位，以昂扬的斗志和

坚韧的毅力守护道路的平安畅通。

大队负责人王红涛带领民警奋战在

一线，对主要路段进行不间断巡逻，整治

道路顽疾，确保平安畅通。高温酷暑下，

民警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衣服湿了

又干，干了又湿。民警张国峰每天提前到

岗，风雨无阻，两个多月时间体重减少了

14斤。前不久，濮阳市突遭暴雨侵袭，道

路多处积水，许多车辆在涉水行驶途中熄

火，值勤民警见此情景二话不说，蹚着水

就去帮忙推车，保证了道路通畅。

无论是在烈日下还是在暴雨中，总能

看到中原油田交管执勤二大队民警的身

影。他们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整洁优美

的道路交通环境，他们坚守的身影成了城

市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范庆军马燕）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遂平县检察院

组织开展了“迎接十九大”集中宣讲活动，邀请遂平

县委宣传部“迎接十九大宣讲团”成员、县民政局纪

检组长韩学同志为检察干警作专题辅导报告。

在专题报告会上，韩学同志以“检徽映忠诚”

为题，作了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及深化“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成果宣讲。强调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是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

要的会议，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六中全会精神，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提升政

治站位，提高政治觉悟，通过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教育实践活动，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

持不懈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干警，真正转变

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决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

彻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去。

（霍力 马聪洋）

自“夏季雷霆”专项执行活动开展以来，郑州

市上街区人民法院把执行信息化建设作为破解执

行难工作的重要抓手，全力推进信息化与执行工

作的深度融合，着力解决被执行人难寻、被执行人

财产难查、被执行人财产变现难等执行难题，促进

执行工作全面提速增效。

为破解执行难，该院建立功能齐全的执行指

挥中心、司法网络查控室、司法网络拍卖室，实现

执行案件信息全共享、执行网络查控全应用、执行

失信惩戒全联合，并由专人负责在网上对审、执案

件跟踪检查。执行指挥中心实现远程执行指挥、

证据资料传输功能，联动查询系统配备专用电脑，

安装视频监控，严格执行联动查询使用规定，有效

缓解了被执行人难找、财产难寻等问题。

据介绍，该院在5月10日至7月31日组织开

展“夏季雷霆”专项执行活动中，共执结各类执行

案件159件，其中执行完毕案件65件，执行终结案

件30件，执行到位总金额1242.4123万元。

（游俊豪）

郑州市上街区法院

融合信息化 破解执行难

近日，西峡县

检察院检察官到

黄狮猕猴桃基地

了解产业扶贫资

金 落 实 到 户 情

况。今年以来，西

峡县检察院积极

开展农业扶贫资

金到户增收专项

预防调查，采取进

村 入 户 、问 卷 调

查、查看档案等形

式，了解产业扶贫

专项资金到户情

况，确保扶贫资金

精准发放。

马志全 摄

方城县小史店乡刘某因脑梗塞

住进了医院。在住院治疗过程中，

他见财起意，竟盗窃他人的救命钱，

不料钱没捂热便被警方抓获。近

日，方城县公安局成功破获一起盗

窃医院住院病人财物案件，为病人

挽回损失2600余元。

6月10日凌晨5时，在方城县人

民医院病房内，张某起床后突然发现

自己手提包内的现金不翼而飞。“包

内有2600元的治病钱，这可是救命

钱呐！”家境并不富裕的张某第一时

间报了警。接警后，方城县公安局民

警立即赶赴现场展开侦查。

方城警方经大量调查后发现，

曾出入该病房的一光头男子具有作

案嫌疑。办案民警顺线追踪，对该

光头男子开展调查，发现该光头男

子每天都在固定时间段出现在方城

县人民医院住院部，办案民警大胆

分析该男子应为医院住院人员或病

号家属。经过调查，光头男子为方

城县小史店乡农民刘某，因脑梗塞

在该医院住院治疗。

6月12日上午10时许，刘某正

在医院输液时，被办案民警抓获。

经审讯，刘某承认了自己在住院期

间，看到受害人张某包里的现金，便

见财起意，偷窃其2600元现金的犯

罪事实。目前，刘某已被刑事拘留，

案件在进一步办理中。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唐浩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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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会
何尚时
樊国
胡增文
罗房
杨保文
刘金柱
郜德富
顾树标
程道贤
郜兴宝
郭明仁
窦华平
彭殿月
程存德
梅永明
尚金明

合计

50000.00
40000.00
28653.00
21000.00
19000.00
15450.00
10440.00
10000.00
4300.00
3600.00
3367.63
3000.00
2510.00
1650.00
1050.00
1000.00
500.00

162514281.11

55412.48
203447.45
183228.38
41762.43
63179.03
81910.18
49709.51
21139.58
27896.18
5246.37
2965.42

18741.44
9762.80
4460.99
11151.44
4032.01

12911.89

292151950.68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河南物华玻璃有限公司
河南省博爱县线材厂

博爱黄河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博爱县鑫达食品有限公司

博爱惠丰生化农药有限公司
博爱县新兴工贸有限公司
焦作市新立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
博爱县农业机械公司
河南省博爱县医药公司
博爱县鑫豪铸钢有限公司
河南省博爱县柏山供销合作社
河南杨康生物肥料有限公司
焦作市康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
六制药厂
魏正中
王爱军
吕尚敏

75470000.00
54350000.00

9000000.00
6437388.97

3300000.00
3071614.64
2140000.00
1740000.00
1492000.00
897756.87
100000.00
3470000.00
600000.00

95000.00
95000.00
40000.00

河南省博爱县线材厂、博爱县松林炭素有限公司
河南物华玻璃有限公司、博爱县兴宏金属制品厂、
焦作市博爱药业有限公司、博爱县松林炭素有限公司、
博爱县青天河水库水电管理处
博爱县青天河水库水电管理处
博爱县麦怡鑫工贸有限公司、博爱县青天河水库水电
管理处、博爱县新兴工贸有限公司
河南省博爱县种子公司、博爱县新华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博爱县鑫达食品有限公司、博爱县鸿达化工有限公司
博爱县鑫豪铸钢有限公司
博爱县青天河水库水电管理处
博爱县新世纪有限公司、博爱县同心堂医药连锁总店
博爱县新鑫起重配件厂
博爱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博爱惠丰生化农药有限公司、博爱县凯森植化有限公司
河南省博爱县新世纪有限公司

河南省杨康生物肥料有限公司
河南省杨康生物肥料有限公司
博爱红鸽车轮有限公司

根据河南省博爱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爱县支行于2016年6月27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编号博农银政转字（2016）第001号】的要求，该行已将河
南省博爱县线材厂等33家贷款客户所欠的贷款本金及利息（本息计算至2016年3月20日）从2016年6月27日全部转让给博爱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请债务人及保证人立即向我公司履行
相应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或承担相应的责任。本公告如存在刊登错误，应以借款合同、借据为准，特此告知。具体贷款情况如下：

河南省博爱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资产接收及催收声明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贷款单位 保证人名称贷款余额
118331358.65
106561587.39

10398206.95
16798099.50

11907897.28
8089296.43
3635152.74
3526259.32
3219363.10
2305336.37
518314.37
5302482.49
561946.63

87579.69
78815.58
33296.61

结欠利息 序号 贷款单位 贷款余额 结欠利息

联系电话：0391-8697166 联系人：张海江 王文中 地址：焦作市博爱县柏山镇海华路30号

沪陕高速车“中暑”固始大队做“良医”

8月8日，沪陕高速固始路产大队巡

逻人员例行巡逻时，发现一辆轿车停在

紧急停车带上。经检查发现是水箱高温

引起的车辆故障。巡逻人员立即从巡逻

车内取出备用水帮助其排除了故障。受

助司机连伸大拇指：“真没想到，你们高

速人还懂修车！非常感谢！”（王道生）

城东路街道实施楼院亮化美化提升工程

为进一步提升楼院形象，近日，郑

州市城东路街道办事处在辖区109个

楼院内大力实施楼院美化亮化提升工

程，根据楼院情况制作有造型的宣传

墙，以达到实现“楼院净、道路洁、环境

美”的既定目标。 （杨丹）

当好主体责任落实的协调者和督促者

漯河市源汇区顺河街纪工委积极

当好单位党工委主体责任落实的协调

者和督促者。提高站位，当好顾问。

组织开展各类学习教育活动，厚植反

腐倡廉的良好氛围。立足本位，抓好

监督。督导相关科室及主要负责人积

极协调、深挖细查信访苗头，息访罢

诉。 （黄顺超）

8月2日，汝南县供电公司结合电

网实际情况，以防高温、防大汛、防雷

击、防树障、防鸟害为重点，助力电网

安全稳定运行。

一是加强线路、设备巡视测温工

作，防止由于高温引起的安全隐患，对

达不到安全距离要求的及时调整，确

保电力设备在高温下健康运行。

二是完善防汛方案，细化防汛措

施、突出防御重点，做到思想、组织、人

员、措施、物资到位，重点对防汛配网线

路进行排查，对汛情来临可能造成线路

杆塔基础不稳的隐患点，提前加固。

三是开展防雷隐患排查治理工

作，对变电站、输电线路和配电台区等

处的避雷器和接地装置进行全面排

查，确保防雷设施及线路接地正常运

行。

四是组织人员对树害隐患点进行

详细排查、梳理，及时清理线下安全距

离不够的树木，同时，向沿线客户积极

宣传线路障碍的危害性，提高居民共

同保护电力设施的安全意识。

五是持续开展防鸟害工作，根据

鸟类活动特点确定重点防范区域，对

巡视过程中发现的鸟窝及时清理或移

位保护处理，减少因鸟害造成的故

障。 （赵晨华 乔占峰）

农发行卫辉市支行开展“找

差距、补短板”大讨论活动

农发行卫辉市支行在开展

“找差距、补短板”大讨论活动中，

把补短板作为推动全行的发力

点，加强问责问效，增强员工的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

齐意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发

展业务工作上来，在查找短板、补

齐短板上下功夫。 （侯吉华）

农发行新乡市分行营业部组

织观影召开座谈

近日，农发行新乡市分行营

业部组织全体干部职工一起观看

了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观

看完毕后，大家将专题片作为内

部正风肃纪的“活教材”，深刻对

照、深刻反思，汲取深刻教训，在

学思践悟中自觉提高党性修养、

提高政治定力。 （王志媛）

汝南县供电公司夏季“五防”保安全

竞彩周末重点赛事推荐：英超争冠六人行
本周五，2017~2018赛季英超将打

响首战。天价转播合同的执行带来了巨
大的金钱刺激，今年夏季转会，英超20支
球队净投入5.42亿欧元，超过其他四大
联赛投入总和，“争冠六人行”——曼城、
曼联、切尔西、热刺、阿森纳、利物浦的球
员总身价均超过4亿欧元，其他四大联赛
身价超4亿的球队总共只有皇马、巴萨、
拜仁、巴黎、尤文图斯、马竞、多特蒙德7
支，英超“第一联赛”的优势无可撼动。
英超另一大看点就是穆里尼奥、瓜迪奥
拉、孔蒂、温格、克洛普、波切蒂诺之间的

“名帅斗法”，本赛季“六大豪门”的主帅
全部留任，竞争将得到延续。

重点赛事一
联赛：英格兰超级联赛
对阵：阿森纳vs莱切斯特城
比赛时间：2017-08-12 02:45
交战纪录：阿森纳14胜7平1负
赛事提点：阿森纳引进拉卡泽特加

强锋线火力，即使不用桑切斯、厄齐尔，
表现仍相当出色；莱斯特城上赛季换帅

保级成功，但球员表现已经前季下降了
一个档次，本赛季只能保住中游位置。

重点赛事二
联赛：英格兰超级联赛
对阵：沃特福德vs利物浦
比赛时间：2017-08-12 19:30
交战纪录：沃特福德 2胜0平8负
赛事提点：沃特福德解雇意大利教

练马扎里，新帅马尔科-席尔瓦上赛季带
领赫尔城在保级阶段表现非常出色；利
物浦上赛季一直受“遇弱不强”的顽疾困
扰，新赛季想取得开门红并不容易。

重点赛事三
联赛：英格兰超级联赛
对阵：切尔西vs伯恩利
比赛时间：2017-08-12 22:00
交战纪录：切尔西4胜3平0负
赛事提点：切尔西本赛季主要变化

是中锋位置由科斯塔换成了莫拉塔，其
他位置人员稳定；伯恩利上赛季靠坚决
的防守反击战术提前完成保级任务，但
升班马的试炼往往是从“二年级”才真正

开始。
重点赛事四
联赛：英格兰超级联赛
对阵：埃弗顿vs斯托克城
比赛时间：2017-08-12 22:00
交战纪录：埃弗顿7胜7平5负
赛事提点：埃弗顿虽然失去头号射

手卢卡库，但引援动作非常积极，科曼执
教的第二个赛季获得了充足的财力支
持；斯托克城近两年一直试图扭转粗糙
丑陋的球风，反倒造成了球队硬度下降，
对阵强队很少获胜。

重点赛事五
联赛：英格兰超级联赛
对阵：曼彻斯特联vs西汉姆联
比赛时间：2017-08-13 23:00
交战纪录：曼联29胜13平6负
赛事提点：曼联如愿引进卢卡库和马

蒂奇，穆里尼奥执教的第二个赛季成绩应
有大幅提升；西汉姆联度过了一个艰难的
赛季，今年夏季引进阿瑙托维奇、埃尔南
德斯等强援，应比上赛季有所改善。

8月9日，体彩大乐透第17092期开奖，头奖全国无人中
出，二等奖47注，追加后单个奖金达到26.15万元。当期开奖
结束后，奖池金额升至40.88亿元。

当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出号码03、07、09、17、34，后区开
出号码04、05。前区奖号小号走热，且近期热号偏多。0字头
占据三席(03、07、09)，其中“07”重复上期开出（第17091期）；

“03”是隔期开出的号码，且近5期开出3次；“34”则为间隔3期
再度现身的号码。前区奖号以奇数为主，奇偶比为4∶1。同
时，开出“07、17”一组同尾号。

后区开出“04、05”一组小连号。后区最冷号码“04”千呼
万唤始出来，在隐藏了27期之后终于与大家见面了。目前后
区最冷号码易主，让位于消失了16期的“07”。

当期二等奖开出47注，每注奖金为16.34万多元，其中12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9.80万多元。追加后二等奖单
注总奖金为26.15万多元。三等奖开出723注，每注奖金为
3979元，其中238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2387元。追
加后三等奖单注总奖金为6366元。

值得关注的是，广东佛山一彩民虽与头奖擦肩而过，但独
擒50注三等奖的成绩也足够惊艳。数据显示，这张中奖彩票
为一张50倍投、100元投入的单式票，其中50注击中三等奖，
单票总奖金为19.89万元。

本期开奖过后，大乐透奖池继续走高，升至40.88亿元，再
创造历史新高。连续两期头奖轮空，本周六（8月12日）的大乐
透开奖值得期待！ （陈星）

广东彩民擒50注三等奖
大乐透奖池升至40.88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