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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曹磊）2011 年 12 月 14
日，薛某俊驾驶一辆车牌号为“粤 BZN769”
的轿车，在郸城县城关镇北环路与刘某辉驾
驶的两轮电动车发生碰撞，造成刘某辉当场
死亡、乘车人赵某某受伤，经鉴定赵某某为
六级伤残。因调解无果，赵某某起诉至法
院，2012 年 11 月 20 日，郸城县法院对原告赵
某某诉被告薛某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做出（2012）郸民初字第 50 号民事判
决，判决被告薛某俊赔偿原告赵某某医疗
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 421142 元，扣除已支
付的 7.8万元，余款 343142元，限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 5 日内履行完毕。该判决当事人均
未提出上诉，但薛某俊拒绝履行判决，后赵
某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薛某俊外出逃
避，下落不明，致本次执行受阻。

2014 年 7 月 28 日，赵某某将为薛某俊
提供担保的刘某峰、贾某华起诉至法院，要
求二被告对（2012）郸民初字第 50 号民事判

决中薛某俊应赔偿原告的各项损失 343142
元承担连带责任。法院经依法审理，判决
被告刘某峰、贾某华对薛某俊应赔偿原告
的 343142 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刘某
峰、贾某华清偿该款项后，有权向薛某俊追
偿。后原告赵某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本
案立案执行后，郸城县法院执行局依法向被
执行人刘某峰、贾某华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和
报告财产令等法律文书，要求被执行人限期
履行判决义务，但刘某峰、贾某华拒绝履行
且拒不报告财产情况，并长期逃避执行。为
此，郸城县法院及时向赵某某提供了救济，
并积极争取公安、检察机关配合，加大对被
执行人的刑事打击力度。在去年春节期间，
郸城县公安局抓捕了长期外逃的薛某俊，
2016 年 5 月 13 日，郸城县法院一审薛某俊犯
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 4 年。但该案民
事赔偿部分的执行陷入了困局，薛某俊没有
财产可供执行，二担保人中的刘某峰长期外

出逃避，而贾某华虽被司法拘留 15 日后，其
仍拒绝履行法院判决。

2016 年 6 月 27 日，周口市中院在全市
法院开展了打击拒执犯罪“雷霆行动”，为
破解此执行难题提供了条件。7 月 8 日，郸
城法院成立了专门打击拒执犯罪的刑事审
判庭。7 月 26 日，赵某某根据法定程序依法
向郸城县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求法院依法
追究二被告刘某峰、贾某华的刑事责任，案
件受理后，该合议庭法官及时向二被告及家
属宣讲了当前打击拒执犯罪“雷霆行动”的
高压态势，如仍拒不履行义务，被执行人将
受到法律的严惩。经过执行局干警和合议
庭法官两天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二被告人
家属协助履行了大部分赔偿金，被执行人刘
某峰、贾某华与自诉人赵某某达成和解协
议，自诉人赵某某主动要求撤诉，法院依法
裁定准许自诉人赵某某撤诉，此案得到圆
满执结。

周日晚上翻手机，看到本院工作微信群
里执二庭干警晒出的工作成果：“经过全庭努
力，两天成功执行完毕两件案件。”简单的一
句话，虽然没有叙述他们执行案件的过程，但
是他们为此付出的辛苦努力可想而知。

为打好“执行攻坚战”，西华县法院执行
干警每天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放弃了双休日
和所有节假日。8月 27日至 28日，执二庭干
警的这个“双休日”收获颇丰：两天执结两案，
另一个案子也有了“眉目”，难怪他们难抑喜
悦之情，在微信群里晒成果了！

找准“症结”，圆满执结疑难案

徐某甲申请执行徐某乙健康权纠纷一
案，于 2016年 7月 18日立案执行。送达执行
通知书时，徐某乙抵触情绪很大。为避免矛
盾激化，执行干警认真研判案情，决定暂不采
取强制措施，首先采取“攻心”战略。执二庭
庭长赵庆宏多次和被执行人沟通，推心置腹
地做其思想工作，打开当事人的“心结”，使被
执行人慢慢由强烈抵触转变为愿意协商解决
问题。2016 年 8 月 27 日，赵庭长利用周六休

息时间，再次把双方当事人传唤到法院，连续
协商了六个多小时，最终促使双方达成了和
解协议并于当天履行完毕。

刚柔相济，执行威力显成效

张某某申请执行杨某某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于 2016 年 6 月 7 日立案执
行。执行通知书送达后，被执行人杨某某一
直躲避执行，执行干警多次前往，均无功而
返。2016 年 8 月 28 日，执行干警接到申请人
亲属电话，得知被执行人杨某某有可能于上
午 9 点 30 分到西夏亭镇送沙子，赵庆宏庭长
立即联系本庭人员，火速赶到该镇等候。从
上午 9 时一直等到 11 时许，并未见被执行人
出现。执行干警经向其他人了解得知，杨某
某可能 12 时才能到达。执行干警一边继续
等候，一边与申请人亲属取得联系，让其到被
执行人家中附近察看杨某某行踪。中午 12
时 20 分，申请人亲属打来电话称杨某某在
家，执行干警又火速赶往杨某某家中，到达后
得知，杨某某到本村一户办丧事的人家中帮
忙去了。赵庭长安排申请人亲属继续在西夏

亭镇等候，并随时与执行人员保持联系。下
午1时40分，申请人亲属打来电话，说杨某某
已送沙子到镇上，赵庭长立即带人前往，顺利
将被执行人杨某某带到法院。执行干警耐心
细致地做了四个多小时的思想工作，引导被执
行人换位思考，讲解拒不履行法律义务的严重
后果，使被执行人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申
请人也被执行干警的诚挚感动，表示愿意在判
决赔偿款项的基础上作出些让步。双方当事人
达成和解协议后，杨某某于当天全部履行。

两天结两案，这对于辛苦工作的执行干
警来说，已经是最大的安慰和激励，因为毕竟
他们付出的心血和汗水结成了共所盼望的成
果。但是还有太多的时候，他们一次次在执行
的路上疲于奔命，却无法找到被执行人的行踪
和财产线索，或者被执行人根本就没有任何履
行能力，案件执结不了，对于只要结果的申请
人来说，再多的辛苦付出都不会被他们理解，
更不要奢谈当事人满意！有太多的时候，执行
干警承受着他们不应该承受的指责和委屈！
也因此，呼吁全社会理解支持法院的执行工
作，比表彰和宣传执行工作成效更有必要！

（通讯员 袁素凌）

两天结两案两天结两案，，虽累却心甘虽累却心甘

本报讯（通讯员 张艳君）近段
以来，西华县法院认真贯彻落实省
高院执行案款发放管理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精神，设立执行案款专
户，实行专人管理，简化领取手续，
财务人员和执行人员互相配合、互
相监督，让该归属的钱款不因任何
原因拖延、搁置，保证申请人顺利、
及时领取执行款。

专人专户专管，到账及时通
知。执行款划拨到该院在中国建
行西华支行设立的执行案款专用
账户后，由专职财务人员及时查
询，由执行局人员及时通知申请人
领取。

简化领取手续，规范领取流
程。申请人领取执行款只需要提供
领款申请书、有关身份证明的复印
件、判决书或裁定书复印件、申请人
的银行卡号即可。然后执行人员根
据申请要求进行核实审批，确定最
短的领款时间。最后由财务人员将
案款转到申请人银行账户。

无故拖延搁置，严肃追究问
责。该院承诺，今后凡有当事人向
上级法院反映案款无故拖延不让
领取等问题的，情况属实的，不但
要依法纠正，还要严肃追究相关人
员责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
姑息迁就。

西华县法院
落实上级要求

规范案款发放管理工作

本报 讯（通 讯 员 杜 鑫 张 赛 赛/文
图）为进一步提升法院干警队伍的司法礼
仪素养，深入推进文明单位创建工作，根据
省、市、县文明办关于省级文明单位创建要
求，9 月 1 日下午，沈丘县法院举办文明诚信
道德明大讲堂（如图），邀请周口职业技术学
院讲师、礼仪培训师、省礼仪协会会员刘冬霞向
全院干警讲解文明礼仪知识。该院全体班子
成员及全院干警聆听了刘冬霞老师的的讲
座。文明大讲堂由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王
刚主持。

大讲堂上，刘冬霞通过幽默风趣的语
言、鲜活生动的实例，为大家介绍了文明礼
仪在我们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性，特别讲
授了司法礼仪在彰显法官职业操守、提升
法院整体形象，树立司法权威、维护司法尊
严方面的重要作用和特殊的意义。在两个
小时的授课时间里，刘冬霞用知识性和趣味
性巧妙结合在一起的精彩讲解，不时博得
干警们的阵阵掌声。

大家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大讲堂活动
受益匪浅，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把践行文明
礼仪知识，恪守司法礼仪作为自己的内心
要求，杜绝影响司法公信力的不文明行

为，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讲文明、重礼
仪的践行者，使我院成为传播司法文明的

场所，更好地提高司法服务水平，实现和
谐司法的目的。

本报讯（通讯员 张艳君 刘海
勇）9 月 3 日晚上，西华县法院执行
局局长来洪森接到太原铁路公安
处乘警支队四大队队长秦志宏的
电话，称西华县法院上网追逃的

“老赖”朱某某在太原被抓获。朱
某某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日夜提心
吊胆，拼命奔逃，却在法院和公安
编织的法网下插翅难飞，被通缉不
到两天时间即被抓获。

申请人西华县群来小汽车维
护站，于2016年3月30日申请执行
朱某某维修合同纠纷一案，于当日
立案，执行标的 26600 元。立案后
被执行人朱某某却“销声匿迹”，该
院发出执行通告后，朱某某一直拒
执，为逃避执行，他不但将其本人
所有的一辆北京现代轿车于 5 月 9
日转让给他人，还将其另一辆重型
非载货专项作业车隐蔽、转租。
2016 年 8 月 2 日，申请执行人向西
华县公安局提出控告，公安局经审
查不予受理，申请人执行人向西华
县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西华县法院
立案后依法对朱某某作出逮捕决
定，并转到西华县公安局于 9 月 1
日开始上网追逃。9月3日，朱某某
在漯河西站广场徘徊，试图外逃，
被即将跟车启程的太原铁路公安
处乘警用技侦手段抓获，随即跟车
带至太原，晚上 11 点，太原铁路公
安处乘警支队四大队队长秦志宏
联系了该院，该院收到通知后，联
系了西华县公安局，目前已从太原
带回朱某某。

该院充分发挥执行联动机制
的作用，与公安等联动单位拧成一
股绳，整合了司法资源，极速追逃，
重重打击了老赖，再次彰显了法律
权威。

法院公安联起手
编织法网捕老赖

郸城县法院

执结一起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

沈丘县法院

举办道德大讲堂讲文明强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