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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赖”回家取钱
法院逮个正着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杨燕
王晓阳）7 月 5 日 23 时，鹤壁市淇滨区法院
一位执行干警在下班后，回家时途径长期
在外躲藏的被执行人肖某的家时，突然发
现肖某家的灯亮着。他随即向执行局领导
进行了汇报并在肖某家楼下蹲守。

只用了不到 20 分钟，执行干警们就集
合完毕向被执行人肖某家驶去。到达后，
盯梢干警向随行领导汇报了现场情况，被
执行人肖某家灯熄灭了两分钟，但肖某并
没有下楼。执行干警迅速上楼，发现通往
楼顶的门开着。执行干警们在楼顶开始搜
寻 肖 某 ，同 时 安 排 人 员 守 住 各 个 楼 梯 出
口。经过仔细搜寻，终于在一块老旧的太
阳能板下面找到了肖某，顺利将其带到了
法院。

此时已经是中午 12 时，但是执行干警
们仍然坚守岗位，对肖某做了笔录。原来，
肖某回家是因为在外躲藏，思念孩子，同时
带的钱也花光了，银行卡也被冻结了。于
是，他就趁着半夜偷偷回家取换洗衣服和
现金，和孩子见见面。就在他正准备下楼
的时候，发现执行人员正在上楼。他赶紧
躲到楼顶太阳能板后，希望可以躲过执行
人员的眼睛，结果还是被抓了。之后，肖某
主动履行了对李某的赔偿款 20 余万元。“躲
了这么久，终于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履
行之后，肖某也长出了一口气。

巧打“感情牌”
兄妹和睦把案结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杨燕
王晓阳）郭某甲与郭某乙是同胞兄妹，因父
母去世后双方缺乏沟通，在父母的土地承
包权由谁来耕种这一问题上，产生了诉讼
纠纷。

案件判决生效后，该案的执行是采取
一般的传统执行，还是通过亲情和解执行
呢？日前，鹤壁市淇滨区法院执行干警认
真阅读卷宗，并到案发地对群众进行走访
调查，了解到兄妹二人在父母去世后很少
来往。但双方关系并没有恶化，出现纠纷
是因双方缺乏良好的沟通和理解造成的。
执行干警认为，毕竟兄妹血浓于水，只要采
取得当的方法做通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
的思想工作，该案可能顺利得到执结。

根据了解到的情况，执行干警及时调
整执行思路，通过打“感情牌”找到村委会
干部及有威望的长辈，一起做郭氏兄妹的
思想工作。最终在执行干警多方努力下，
兄妹两人解开心结，缓和了兄妹之间的矛
盾，使案件得以顺利执结。兄妹之间的矛
盾，也得以化解，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炎炎酷暑难耐
法警训练不避三伏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赵晴）
为适应新时期审判工作需要，着力提升司
法警察综合素质，增强司法警察押解、看
管、值庭以及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7 月 4
日至 18 日，鹤壁市山城区法院按照鹤壁法
院的统一要求，对司法警察进行了擒敌拳、
警棍盾牌操、应急棍术、擒拿格斗以及列队
动作等专业技能集中训练。

七月的夏天烈日炎炎，酷暑难耐。训
练场上，7 名法警刻苦训练，挺拔如松。豆
大的汗珠顺着他们的脸颊流下，身上的衣
服也被汗水浸透 ，但他们不喊一声苦，不叫
一声累。法警许继明已经年过 40，在法警
队中年龄最大。但他依然严格要求自己，
与大家一同训练，手、脚磨的起了水泡，身
上多处受伤。他笑着说，要给年轻人树立
一个好榜样。法警队中有 3 名年轻漂亮的
小姑娘，她们入警时间虽短，却从不退缩，
脸和脖子都晒伤了，疼的脸都不敢洗，但仍
然咬牙坚持训练。她们的表现让在场的男
警员，都禁不住竖起了大拇指，称赞不已。

“法警大队加强业务技能训练，保持踏
实苦干、锐意进取的工作作风，竭尽全力完
成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为法院审判执行工
作有序开展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法
警大队政委霍奎军为警员鼓励加油。

淇水警务室
“三个深入”推进社会面安全防范

本报鹤壁讯（记者李杰通讯员张鹤）近日，鹤
壁市公安局示范区分局湾淇水警务室社区民警深
入辖区居民社区、重点工程建筑工地、中小学校开
展安全防范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群众的自防意
识和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淇水湾警务室通过社区民警深入社区张贴治
安警示，以短信形式向各社区治保主任、治安积极
分子群发警方提示，向社区居民发放宣传资料等
多种形式，扩大防范宣传面。密切关注辖区重点
工程工地动态，积极会同相关部门做好各类涉稳
因素的疏导化解工作。同时深入辖区各建筑工
地，对广大务工民工通过以案说法，切实增强广大
群众的防盗防抢防骗意识。

民警还走进校园，重点检查内部安保制度和
责任是否落实，积极开展法律知识宣传，提高学生
们的自我保护意识。

开展夏季防溺水宣传
为孩子撑起“平安伞”

本报鹤壁讯（记者李杰通讯员张佩）近日，鹤
壁市公安局淇滨区分局金山社区警务中队，深入
辖区开展中小学生防溺水宣传，为辖区孩子撑起
了“平安伞”。

深入学校召开未成年人防溺水安全教育活
动。金山社区警务中队于7月3日上午分派10余
名民警及辅警下达辖区淇滨六中、庞村明德小学、
刘庄小学、许沟小学、冷泉小学、山后小学、菜庄小
学7所中小学开展假期前未成年人夏季防溺水安
全知识宣传教育。

深入辖区各村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提升群众
安全意识。结合各村的村干部，深入辖区12个村
落普及夏季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并告知学生家
长应做好孩子的监护责任，对孩子进行全面的安
全教育，让孩子感受到生命的可贵，切勿独自到危
险的地方。

在辖区醒目位置增设警示宣传牌及条幅，有
效制止危险行为。

执行攻坚摆“擂台”
助力破解“执行难”

本报滑县讯（记者朱广亚通讯员 范冰）近日，
滑县法院在该院启动了为期3个月的“执行攻坚竞
赛”活动，鼓励多办案、办好案、快办案，着力优化和
提升执行质效各项指标，增强各团队执法办案能
力，巩固“创无执行积案法院”活动战果，确保年底
之前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

按照工作安排，滑县法院执行局6个执行办案
团队将对2016年旧存积案实行全面清理，对有财
产可供执行的必须在活动期间执行到位，无财产
可供执行的案件符合民事、刑事处罚，必须处罚到
位。

活动期间，实行“日公布、周排行、月通报”的
工作制度。活动结束后，滑县法院将对现金办案
团队和表现突出的个人进行嘉奖，对活动中成绩
不好、排名落后的团队和负责人给予通报批评，对
个人除通报批评外，酌情给予扣发文明奖的处罚。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杨燕 王晓阳）6 月 14 日，鹤壁市淇滨
区法院在执行一起租赁合同纠纷中,
依法对撕毁法律文书、妨碍执行的案
外人萧某处以司法拘留15日，并处罚
金1万元。

被执行人张某租赁申请人李某的
房屋开酒店，因张某经营不善导致酒店
倒闭。后李某通过诉讼程序解除了与张
某的房屋租赁合同。但张某迟迟不予腾
房，李某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
执行干警到酒店张贴执行通知时，案外
人萧某闻风赶到现场，声称张某欠其钱
未还，该酒店应归其所有，并公然将法院
张贴的执行文书予以撕毁。执行干警通

过耐心讲解法律并告知其行为的法律后
果，但萧某仍拒不听从。

案外人萧某撕毁法律文书，妨碍
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严
重损害了法律权威，造成了不良的社
会影响，为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根据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
（五）的规定，诉讼参与人或其他人“以
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
作人员执行职务的”，人民法院可以根
据情节轻重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萧某妨碍执
行的行为，属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淇
滨区法院依法对萧某司法拘留15日，
并处以1万元罚款。

本报滑县讯（记者 朱广亚 通讯
员 曹振亚）“我们当老人的，怎么能忍
心自己的孩子当老赖被判刑，我愿意
拿出我的养老钱替他还债。”7 月 10
日，荣某60多岁的母亲，拿着57000元
现金，赶到滑县法院，为儿子还债。

2016 年 9 月，荣某因为做生意资
金周转不开，向何某借款 67000 元。
之后何某多次催讨，荣某都未能还
款。今年 2 月，何某将荣某起诉至滑
县法院。可是法院的判决，荣某却仍
然不予理会。今年 4 月，何某向滑县
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当执行法官找
到荣某时，荣某坚称自己没有钱，全然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滑县法

院，遂对其执行了拘留的惩戒措施。
听闻儿子被拘留后，其母亲张某多次
来到法院，向执行法官诉苦。张某表
示，自己也没有收入，只能从自己的养
老金里面拿出来 57000元。滑县法院
执行法官元伟，对双方进行悉心调解
后，申请人表示愿意接受，放弃部分权
利，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荣某也取
得了执行人和某的谅解。

获悉是自己的母亲用自己的养老
金，替自己还了债。荣某也懊悔不已，
他向法官表示以后会找一份稳定的工
作，好好在母亲面前尽孝。不再好高
骛远想赚大钱，以至于还拖累了自己
的母亲。

“老赖”痛改前非 决不再拖累母亲

本报鹤壁讯（记者李杰 通讯员杨
燕 王晓阳）张某与赵某、胡某夫妻俩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经鹤壁市淇
滨区法院审理后，判决被告赵某、胡某
返还所租赁原告张某的房屋，并支付
张某房屋租赁费3万余元。判决书生
效后，二被告未按判决履行义务，张某
无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依法向
二被执行人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但二被执行人拒不返还
房 屋 ，对 执 行 干 警 也 产 生 抵 触 情
绪。鉴于此，执行干警认真分析案
件的事由及来龙去脉后，了解到是
被执行人赵某对案件的判决有意
见，不愿意主动履行，同时了解到赵
某的妻子胡某文化程度较高，有一
定的法律知识，故决定将被执行人

胡某作为案件化解突破口。据此，
执行干警多次找到被执行人胡某进
行耐心的劝导，告知其如果不履行
法院生效判决，法院将会依法采取
强制措施，并将其夫妻俩纳入失信
人名单，这将会对赵某和胡某夫妻
俩的生活及工作带来不便。

日前，被执行人胡某在经过执行
干警的多次劝导下，认识到自己的消
极态度属于违法行为，遂决定自觉腾
清房屋，并让自己的丈夫赵某也积极
主动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将判决书
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

通过该案的顺利执结，说明对于
执行案件的每一个细节，都要认真把
握深入研究，找到案件的突破口，以点
破面，从而有效地破解执行难，保障申
请人的合法权益。

案外人阻挠执行
拘留罚款捍卫司法权威

以点破面 巧结“钉子案”

本报鹤壁讯 (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杨
燕 王晓阳) 6 月 6 日早上，长期失踪的
被执行人李某突然出现在了家中，执行
干警接到申请人张某的举报电话后火
速赶往李某家。在得知李某这次回来
是陪孩子参加高考后，执行干警考虑到
孩子高考的重要性，决定先不惊动李
某，待李某将孩子送到考场后，执行干
警才出现将李某带回法院。

在法院里，执行干警在经过合议并
与申请人张某进行沟通后对李某说道：

“考虑到你的孩子正在参加高考，是人
生的关键时期，不能受到影响，因此我
们决定先不对你采取拘留措施，但你一
定要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你现在可以
先找一个担保人来帮你做下担保”。听
到执行干警的话后，李某深受感动。“感

谢你们为我的孩子考虑，之前是我做的
不对，我不应该逃避法院对我的执行，
等孩子考试完之后，我马上就到法院来
履行我的义务，真的感谢你们…”李某
说。找了一个担保人，并做了在一个月
内偿还申请人张某债务的保证后，李某
急匆匆赶回家中为孩子准备午饭去了。

原来，2015 年 3 月，李某向张某借款
10 万元用于做生意周转资金，约定利息
为一分，借款期限为一年。借款到期
后，李某没有按时还款。张某将李某起
诉到了法院，要求李某偿还其借款本金
及利息。 2016 年 11 月，淇滨区法院做
出判决，判令李某偿还张某本息共计 11
万元。后李某仍拒不偿还张某借款，因
此张某向淇滨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
件进入执行程序。在执行阶段，执行干

警对李某多次进行传唤，但李某无正当
理由拒不到法院来说明情况，并到处躲
避执行，在对其财产进行查控后也未发
现其财产线索。之后，执行干警多次寻
找李某未果，没想到他会在高考前出
现。

6 月 23 日一早，李某按约定带着 11
万元现金来到了法院，偿还了张某的全
部欠款及利息。对于执行干警因为他
的孩子参加高考而暂缓对其采取强制
措施，李某由衷地表达了谢意。“感谢你
们的信任，也感谢你们为我孩子的考
虑，没有让他受到影响，所以我也决不
能让你们失望。”一起疑难案件因法官
设身处地的替被执行人李某着想，深深
的感动了李某，让一起疑难案件得以执
结。

爱心法官为考生暂缓执行
“老赖”深受感动主动还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