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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动态

本报滑县讯（记者 朱广亚 通讯员
冯军强 张宁宁/文 张晨雨/图）近日，滑
县法院对8起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进
行集中开庭、集中审理、集中宣判。法制
日报、河南法制报、滑县电视台等媒体记
者和部分群众到场旁听。

打击拒执犯罪合议庭由滑县法院
党组成员、副院长陈西杰、党组成员褚
玉峰和刑庭副庭长徐振坤组成，负责
专门审理拒执犯罪案件。自诉人王某
某与被告人刘某某、陈某某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被告人刘某某拒不履行判

决，亦未向法院申报财产。滑县法院
依法对被告人刘某某作出拘留决定
后，刘某某仍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确定
的义务，最终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六个月。通过庭审，其余 7 名被告
人当庭认罪、悔罪，希望法庭从轻处
罚。合议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不同
情节，当庭宣判，分别作出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有期
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等判决。

打 击 拒 执 犯 罪 是 解 决 执 行 难 的
“牛鼻子”工程，通过严厉打击拒执犯

罪，形成强大震慑，让群众知晓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不仅要上失信被执行人
黑名单，乘不了高铁坐不了飞机，还有
可能蹲监狱，督促被执行人积极履行
义务。

通过“打”字当头，滑县法院打出
了执行声威。截至 6 月 27 日，滑县法
院以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立案
141 件 143 人，其中公诉案件 6 件 7 人，
自诉案件 135 件 136 人，其中 14 案 15
人被追究刑事责任，75 起案件得到和
解执行，标的 800 余万元。

滑县法院集中审理宣判8起拒执案件

本报鹤壁讯（记者李杰通讯员杨燕
王晓阳）7月13日，鹤壁市淇滨区法院的执
行干警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从拘留
所打来的，原来是被拘留的“老赖”胡某在
拘留所管教的开导下想通了，于是打电话
给执行干警同意履行法律义务。

胡某涉及的是一起普通的借款合同
案件，根据法院生效的判决，胡某应偿还
给郑某借款4.5万元。立案后，执行干警
多次寻找胡某，最终通过网络曝光、群众
提供线索，在鹤壁长途汽车站门口将其
抓获。

到法院后，面对执行干警的劝说，胡
某一直态度冷淡，没有一点履行法律义
务的意思。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胡某
被司法拘留15日。胡某进入拘留所后，
执行干警专程到拘留所内再次对胡某进

行劝说，但胡某仍无动于衷。于是，执行
干警和拘留所内的管教进行了沟通，希
望管教可以对胡某进行说服教育。之
后，在管教的几番攻心战下来，胡某终于
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积极联系执行干
警要偿还郑某的债务。

随后，胡某的家人将执行款送到了
法院，偿还了郑某的债务，胡某也取得了
郑某的谅解，得以提前释放。经过执行
干警和拘留所民警的共同努力，当事双
方终于达成执行和解。

据介绍，淇滨区法院执行干警积极
与拘留所联系，在被执行人被拘留期间，
对被执行人开展心理疏导，以典型案例
对被执行人进行说服教育。目前，已促
使 37 名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法律义务或
与申请人达成执行和解。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杨燕
王晓阳）齐某于 2015 年 3 月以房产作为抵
押向赵某借款 20 万元，约定一年后偿还。
直至 2016 年 9 月齐某还是未归还赵某欠
款，赵某无奈之下只能将齐某起诉到了法
院。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找不到被执行
人齐某，案件一时陷入僵局。

今年5月，被执行人齐某主动来到了鹤
壁市淇滨区法院，表示自己目前无法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向法院申请拍卖
该抵押房产用以偿还债务，但是在评估报告
出来后，齐某不服评估价格，认为价格远远
低于心理预期价格，因此齐某想自行处理该
房产来偿还债务，在申请人同意的情况下，
执行干警给于齐某两周时间进行联系卖房，
然而两周后齐某并未联系任何人进行卖房，
并再次拒绝偿还赵某的债务。

7 月 9 日，“夏季雷霆”周末行动中，执

行干警们来到了齐某家中，对齐某进行了
拘传，面对法院的强制执行，齐某还是不愿
归还欠款。执行干警们耐心地为其讲述了
打击拒执的典型案例，为其分析拒不履行
的严重后果。在执行干警的不懈努力下，
齐某终于和申请人赵某达成了和解协议，
先履行 10 万元，同时拿出价值 5 万元的财
产进行拍卖，在今年9月31日之前将剩余5
万元还清。至此，该案得以顺利结案。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杨燕
王晓阳）2015年 8月初，张某向邻居王某借
款36万元，借款期限一年。借款到期后，张
某并未偿还王某本金及利息。期间王某多
次要求张某还钱，张某不仅拒绝还钱而且
还对王某进行言语侮辱，王某一怒之下将
张某告上法庭。判决书生效后，王某又多
次前往张某家中索要欠款，但是张某及其
家属态度极其恶劣，对法院的判决置之不
理。王某无奈之下只得向鹤壁市淇滨区法
院申请对张某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张某对法院的

传唤仍是置之不理，并且更换了手机号码
和住所，和执行干警们玩起了“躲猫猫”。
执行干警在寻找张某的同时，也对张某的
财产进行了全面查控，发现张某名下除已
被法院查封的房产和汽车外，还持有某公
司的股份。明明有履行能力，但置法院判
决于不顾，对于张某这种拒执行为必须要
严厉打击。

7月 12日，经过执行干警多方调查，终
于发现了张某的新住所，执行干警们把握
机会迅速出击，终于在张某家中将其抓
获。张某被带到法院后，执行干警先做张

某的思想工作，劝其尽快履行相应义务，但
是张某对执行干警的劝说置若罔闻，依旧
是蛮横无理，嚣张跋扈。鉴于张某的拒执
行为，决定对其采取 15日的司法拘留。在
体检过程中，张某声称自己身体有病，一会
儿说肚子疼一会儿说头疼，并采取掐胳膊
提升血压等手段来干扰体检。但经过医生
的认真检查后并未发现张某所称病症，在
医院确定正常后，张某被送往拘留所。

目前，张某因涉嫌拒不履行法院判决、
裁定罪，已被移交至公安机关，等待张某的
将是法律的严惩。

震慑普法见实效“老赖”服软急还债

“老赖”有钱不还 刑事量刑来问责

强化消防检查
确保辖区安全

本报鹤壁讯（记者李杰通讯员李佳家）为
更好的预防夏季火灾事故的发生，进一步提升辖
区内的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强化辖区群众的消防
安全意识，7月6日上午，鹤壁市公安局开发区分
局海河路警务室民警来到鹤鸣社区对夏季高温
消防安全隐患进行细致排查。

首先，民警以“边检查、边整改、边宣传”的原
则，针对是否落实消防安全制度、是否存在电线滥
搭滥接现象、安全出口有无被封闭等情况进行了
全面检查，并对楼道里停放电动车充电现象进行
治理，同时通过向附近居民列举典型案例，讲解楼
道停放电动车充电可引起的消防安全隐患。

此次行动清理违规电动车充电20余辆，向附
近居民60余人宣传夏季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切
实使消防安全知识深入民心，从根本上预防和减
少各类火灾事故的发生，全面提高辖区群众的安
全感和满意度。

走访企业倾听意见
真情服务共创和谐

本报讯为有效服务辖区经济发展，为企业经
营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7月4日，鹤壁市公安局
鹤山分局社区警务三中队民警马新俊、张建军，依
法对河南太行全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安全情况
进行了专项检查。

他们对企业内部的治安保卫工作和安全消
防设施进行全面的检查，重点检查了安全设备设
施配备、安全制度的建立健全、工作人员的安全操
作管理，以及应急工作管理等情况，及时发现存在
的安全隐患并进行了彻底整改。 （宋丽清）

因打麻将起争执
男子冲动伤人被拘

本报讯 7月13日17时53分，鹤壁市公安局
山城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接市局110指挥中心指
令称：山城区前进路王某的家人被打了。

山城巡防一号车民警迅速到达现场，通过调
查得知：孟某与王某因打麻将发生争执，孟某用麻
将子儿将王某的头部砸伤出血，巡防民警将嫌疑
人孟某移交至办案中队处置。

民警通过进一步了解案情、分工协作，齐头
并进展开调查取证工作，最终历经5个小时将案
情取证落实。孟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民警按
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依法对孟某予以行
政拘留7日并处2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郭晨)

法官不言放弃
帮助农民工成功讨薪

本报讯 被拖欠10多年的农民工张某等的
工资，因为被执行单位已名存实亡，申请人对此已
经不抱希望。鹤壁市鹤山区法院干警本着坚决
维护农民工权益这一信念，不言放弃，费尽周折，
多方沟通，最终帮执行人拿到了执行款，得到了执
行申请人的高度赞扬。看到申请人开心的拿到
执行款，执行干警们激动的告诉记者：虽然为执行
工作付出了大量辛劳，但是还是维护了农民工的
合法权益，觉得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谷晓静）

弘扬雷锋精神
创建文明城市

本报讯 近年来，鹤壁市鹤山区司法局志愿
者服务队定期走进辖区居民楼院社区中，积极开
展“弘扬雷锋精神，创建文明城市”活动，治理环境
卫生死角。他们从社区的每座居民楼开始清理
杂草、清理小广告、杂物，确保卫生无死角，以实际
行动服务社会，传播文明。 （刘向涛）

消极躲避拒赔偿
拒执定罪没商量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杨燕 王
晓阳）被执行人故意采取外出躲避的方法，
有意逃避执行且不报告财产，是典型的以消
极方法“拒不执行”的情形。近日，鹤壁市淇
滨区法院审理了一起拒不执行判决案件，被
告人刘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鉴于被
捕后积极主动履行赔偿款，且认罪态度很
好，免于刑事处罚。

2016 年 11 月，淇滨区法院审理一起赵
某与刘某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
经法院判决，双方的赔偿义务相互折抵后，
刘某仍需赔偿赵某 5 万余元。该判决书生
效后，刘某未主动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于
是赵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淇滨区法院
受理后，立即向被执行人刘某发出了执行通
知书及报告财产令，责令其履行判决书确定
的义务。期限届满后刘某既不履行、也不报
告财产，故意隐匿行踪和居住地，致使该案
无法执行。

6月31日，经过淇滨区法院执行干警的
多方调查，将躲藏在亲戚家的被执行人刘某
抓获，并对其采取了拘留的强制措施。在拘
留当日刘某就联系家人给付了申请人执行
人赵某现金5万元，并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
行和解协议。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执行人在法院判决
其应承担赔偿义务后，拒不履行判决确定的
义务，故意隐匿行踪和居住地，在法院对其
采取强制措施后，才积极与申请执行人达成
执行和解协议，并支付赔偿款 5 万元，可以
认定其行为属于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
情形。但鉴于，被执行人刘某归案后，认罪
态度较好，并全额履行了民事判决书所确定
的赔偿义务，取得了申请执行人赵某的谅
解。根据被执行人刘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
表现，遂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讯 今年以来，鹤壁市鹤山区司
法局以人民调解基础工作为抓手，不断
提升矛盾排查化解能力，取得显著效果。
全面排查各类矛盾纠纷，防止小纠纷引
发大矛盾。发生小纠纷时，各级调委会
都能够在获悉情况后的第一时间组织人
员赶赴现场，控制事态扩大，并主动介入
纠纷的调处，直至纠纷妥善解决。

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制度。每月
开展常规排查，在重要会议等敏感时期
进行专项排查，把定期排查与专项排查
相结合，做到排查一起、调处一起、化解
一起。在抚养、赡养纠纷中，因为调解协
议的履行时期长，时刻注重调解回访工

作，并使之制度化。
加强培训，提高调解人员业务水

平。通过学习法律、法规、调解工作经验
介绍、业务交流等形式丰富知识，提高业
务能力，以“预测工作走在纠纷预防前，
预防工作走在纠纷调解前，调解工作走
在纠纷激化前”为要求，周密安排部署，
推进基层司法行政工作规范化建设，提
高基层调解员队伍素质。

截止今年上半年，鹤山区司法局各调
委会共排查矛盾纠纷135件，调处135件，
调处成功135件，调处率达100%，调处成功
率100%，履行率100%，有效防止小纠纷引
发治安事件的情况发生。 （刘洋）

拘留所里“老赖”想通了

扎实推进人民调解工作
提升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