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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与民警联手
异地擒获俩“老赖”

本报讯（通讯员 刘志强）“法官，你们
快过来吧，我看见牛某回家了……”日前，
家住南召县的申请人梁某迫不及待地
对法官说。电话这头的鲁山县法院的执
行法官听到这个消息，既兴奋又紧张。找
了这么长时间的牛某终于露面了，但是毕
竟牛某在距离目的地 70 多公里的外县，
异地执行一旦出了意外，局面很难控制。
于是执行人员一边嘱咐梁某要密切注意
牛某的动向，一边向院领导请示，希望协
调南召警方给予协助。等执行干警赶到
牛某家附近时，南召县公安局民警早已经
等候多时。在民警的帮助下，执行法官赶
到牛某家中，顺利地将牛某控制。

此时，已经是下午 5 时 30 分，本打算
就此返回的执行干警突然想起了另外一
起案件的被执行人寇某就住在离此不远
的云阳镇某村，遂提出请民警带路顺便去
看看。经过崎岖不平的山路，执行干警来
到了的寇某家。凑巧的是，执行干警刚到
寇某家门口，看到寇某正要骑摩托出门。
看见警察带着法院的人来找他，寇某乖乖
地跟着执行干警上了警车。

“夏季雷霆”
再掀执行高潮

本报讯（通讯员 付康生 张雯）7月13
日凌晨6时，平顶山市新华区法院迅速集
结完毕，在该院执行局局长吴红动员讲话
后，执行干警们分别赶往预定执行地点，
共出动干警40人，警车15辆，“夏季雷霆”
集中执行战役再次打响。

此次行动，在原有的基础上坚持“老
虎苍蝇一起打”，紧盯涉党政机关执行积
案、涉党政机关公职“老赖”案件、涉名人
名企等特殊主体案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
省法院督办交办或信访案件，集中精力
把一批大案、难案、要案攻下来，为顺利
完成基本解决执行难任务扫清路障。根
据要求，此次执行行动，不管被执行人是
什么身份，只要有拒执行为且构成犯罪
的，一打到底，决不手软。截至当天下午
6 时，该院共强制带回“老赖”7 名，其中
拘留 3 名，拘传 4 名，3 名被执行人自愿履
行21.7万元，扣押车辆两辆，实结6案，标
的共计41.2万元。

吴红表示，自“夏季雷霆”系列行动开
展以来，该院多次组织集中行动，持续保
持对“老赖”的高压打击态势，维护了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提高了执行威慑力，对基
本解决执行难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平顶山市石龙区法院
网络司法拍卖效果好

本报讯（通讯员 王广跃）网络司法拍
卖是近年来法院系统探索推行的一种处
置被执行人资产的新手段。平顶山市石
龙区法院执行局在网络司法拍卖方面积
极探索，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

为规范司法拍卖程序，该院成立了网
络司法拍卖办公室，并组建一支懂拍卖、
熟网络的网络司法拍卖专业团队。2014
年以来，该院在全省基层法院网络司法拍
卖方面一直位居前列，2016年，该院的网
络司法拍卖工作受到省法院通报表彰。

据介绍，自 2014年以来，该院所有被
执行资产处置符合网络拍卖条件的一律
适用网络司法拍卖程序。今年 1 月份以
来，该院共上传拍品 13 件，评估价值
2569.54 万元，拍卖成交价值 3523.54 万
元，成交率 100％，为当事人节约拍卖佣
金126.1万元。该院一直重视拍卖程序的
规范化，3 年来，没有一件因对网络拍卖
工作不满而上访的案事件出现。该院通
过有效地利用网络司法拍卖手段，促进案
件实际执结率的提高，为破解执行难题践
行了一条新路径。

16名公职人员被拘留
汝州市法院涉公职人员专项执行行动成绩斐然

本报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袁少华
杨松播/文图）7月14日，汝州市法院召开了

“夏季雷霆”涉公职人员专项执行活动新闻
发布会，通报该院开展专项执行活动成果，
10余家省市新闻媒体参加新闻发布会。

据该院院长杨长坡介绍，按照省法院及
平顶山市中级法院统一部署，该院自 5 月 9
日启动了为期三个月的“夏季雷霆”专项活
动，活动开展后，该院不断加大工作力度，穷
尽执行措施，使执行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截至 7月 12日，64天时间，该院共实际执结
案件 413 件，其中涉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国
企职工、名人名企被执行人员案件结案 59
件，执行到位金额4716万余元，司法拘留89
人，其中涉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国企职工、名
人名企被执行人员拘留 16 人，罚款 35.6 万
元，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拒执犯罪案件 78
件，刑事自诉案件立案 78 件。尤其是在汝
州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该院开展了夏季
雷霆涉公职人员专项执行活动，依法拘留了
涉公职被执行人员 16 人，并全部启动了刑
事追责程序，对3名作为被执行人的市级人
大代表和两名作为被执行人的县级人大代
表，分别向有关机关报送了罢免或停止其执
行代表职务的请示报告。向汝州市纪委和
汝州市委组织部分别报送了69名涉党政机

关工作人员、国企职工为被执行人的老赖名
单，在当地媒体予以公告。名单公告后有
14 人主动履行了义务，有 10 人与申请执行
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已部分履行。同时，
还就组织部门拟转任提拔的40名干部提供
了审核意见，有力地震慑了公职“老赖”。

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该市组织和纪检
部门相关负责人分别表示，将与法院加强协
调，细化对失信的公职被执行人在任职选
调、晋职晋级、评先评优、年度考核等方面的
制裁措施，要严格问责制度，强化问责力度，
狠刹公职“老赖”之风。

发布会现场

本报讯（通讯员 闫平）7 月 14 日凌晨 4
时30分，当人们都还在睡梦中时，叶县法院
院内就已经警灯闪烁、人声鼎沸，18辆警车
整齐排开，该院全体班子成员及 60 余名执
行干警、法警和抽调的法官们蓄势待发。

随着叶县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王
旭的一声令下，60名干警分成两个执行组，
奔赴该县廉村镇、邓李乡等地，拘传“老赖”，
开展“夏季雷霆”突击执行行动。

在执行现场，王旭和该院院长王远蒙带

队抓“老赖”，极大地鼓舞了执行干警士气。
由于措施得力、保密得当、动作迅速，执

行行动非常顺利，“老赖”们有的从被窝里被
揪出来，有的听到风声在逃跑的过程中被执
行干警抓住，有的在软磨硬泡无果后主动履
行义务，有的躲在屋里不开门，执行干警假
装离开后蹲守了近一个小时将其带回法
院。还有个别躲债外出的“老赖”，执行干警
在其家门上粘贴了限期履行义务通知书，并
利用高音喇叭喊话，引起众多群众围观指

点，营造了抓“老赖”的氛围。
在拘传被执行人李某时，执行干警受到

了强烈阻挠，李某先是拒绝开门，在知道逃
避无望后，又对干警破口大骂，其丈夫情绪
激动，拒绝配合，执行干警当即将二人强制
带上警车，在警车上引导二人充分认识拒绝
履行判决义务的严重性，在法律的强大威摄
下，二人最终表示立即履行义务。

当天，该院共上门查找被执行人15名，
依法传唤被执行人3名，依法拘留11人。

本报讯（通讯员 叶彩 崔召）日前，平顶
山市湛河区法院对拒不履行协助执行义务、
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付某决定
逮捕。7 月 11 日，经过 7 个小时的奋战，在
法院执行干警的配合下，公安干警成功将在
逃犯罪嫌疑人付某抓捕归案。

黄某申请执行禹州某陶瓷公司民间借
贷纠纷案，因被执行人禹州某陶瓷公司将厂
房租赁给付某，法院在执行中作出裁定，扣

留、提取该公司在付某处的租金收入100万
元，并向付某送达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
书。但付某作为协助义务人拒不履行协助
义务，法院依法对其予以罚款，但其仍不履
行协助义务，也不缴纳罚款。申请执行人黄
某认为，付某的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遂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法院立案后，
交公安机关执行抓捕，公安干警赴禹州抓捕
未果，遂对付某进行网上追逃。

7 月 11 日中午 11 时许，申请执行人黄
某获得嫌疑人付某回厂的消息，向执行人员
反映情况。执行人员立即向院领导汇报，湛
河区法院院长王民克志高度重视，马上与公
安机关联系，同时派出由副院长侯树丽为组
长的行动小组，配合公安干警赶赴禹州实施
抓捕。

到达禹州某陶瓷公司出租的厂房内后，
公安干警立即将付某抓捕归案。

凌晨四点突击行动 拘留11名“老赖”

“老赖”拒不还款 网络查控冻结扣划
本报讯（通讯员 刘渊）日前，申请执行

人杜某从平顶山市卫东区法院执行干警手
中接过 20 余万元的银行支票，这是在该院
通过网络查控系统冻结被执行人存款后，平
顶山市中级法院执行干警集约办理外地扣
划业务，迅速将案款执行到位的结果。

2014 年 7 月，徐某因资金周转困难，向
杜某借款 15 万元，约定 2014 年 12 月还清。

借款到期后，杜某经多次催要，徐某均置之
不理。无奈之下，杜某将徐某诉至卫东区法
院，法院依法审理后，依法判令徐某偿还杜
某借款本金15万元及相应的利息。

判决生效后,徐某并未及时履行义务，
根据杜某的申请卫东区法院对此案立案执
行。在案件执行过程中，法院执行干警通过
网络查控系统发现被执行人徐某部分银行

账户较为活跃，于是紧盯活跃账户抓住时机
一次性冻结了足额的执行款20余万元。平
顶山市中级法院执行干警出差前了解到，卫
东区法院网络冻结的案款开户行在出差目
的地附近，且该银行尚不支持网络扣划，于
是决定集约办理业务，帮助卫东区将冻结的
案款扣划至法院账户。日前，申请执行人已
到法院领取了全部的执行款。

网络查控显成效“老赖”主动把钱还
本报讯（通讯员 王旭）7 月 12 日，郏县

法院执行法官利用网络查控系统，迅速冻结
了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促使外出躲避执行
的“老赖”主动将执行款交到法院。

王某与李某系上下楼邻里关系，2015
年9月上旬，王某房屋水管漏水造成李某房
屋内设施损坏，给李某造成了损失，李某多
次找王某协商赔偿无果，李某将王某诉至法

院。经法院依法审理，判决王某赔偿李某各
项损失共计 16073元。判决生效后，王某未
履行义务，李某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此案的法官
在向被执行人王某送达相关执行手续时，发
现王某一直外出打工家中无人，电话也联系
不到。为执结此案，法官立即通过网络查控
系统对王某的财产进行地毯式的搜索，无论

是其名下的房产、车辆抑或是银行存款，全
部都不放过。“功夫不负有心人”，法官通过
系统查实王某名下的账户上有存款，立即对
其账户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了限额冻结。

此时的王某慌了神，没想到自己的存款
也能被冻结，于是主动联系法官，承认错误
并表示愿意履行义务。7月12日，王某将执
行款全部交到法院，该案顺利执结。

“老赖”拒不履行协助执行义务被逮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