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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市淇滨区法院悉心调解

为留守儿童撑起一片天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杨燕 王
晓阳）近年来，鹤壁市淇滨区法院积极创新，
不断深化留守儿童权益保护工作，以涉民生
案件专项治理活动为契机，把维护当事人合
法权益作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
一项重要工作抓好抓实，近期顺利执结一起
留守儿童追索抚养费案件。
张某现年 16 岁，12 岁的时候因父母离
异随爷爷奶奶共同生活。其父长期在外打
工，虽然法院判决张某母亲每年给付其抚养

想结婚？
对不起，先履行还款义务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杨燕
王晓阳）
“法官，你帮我查下我的案子总共
还有多少钱没有还，我近期着急去海南拍
婚纱照，我想把它都还了！”近日，久不现身
的被执行人乔某主动到鹤壁市淇滨区法院
要求还款，当天便将 30600 元执行款履行
到位，并请求法院尽快将他从“黑名单”中
屏蔽出来。
“去不了海南，拍不了婚纱照，我
就结不了婚，那可就误了终身大事了！”乔
某着急地说。
乔某是一起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被执
行人。2015 年 6 月，他驾驶一辆轿车逆向
行驶，与骑电动车的周某相撞，导致周某左
腿骨折。经交警部门认定，乔某对这次事
故负全部责任。之后，受害人周某将乔某
告上法庭要求赔偿。经淇滨区法院审理，
乔某应赔偿周某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38600
元。判决生效后，
乔某拒绝履行赔偿义务。
执行过程中，乔某只露了一次面后，人便不
知所踪了。执行干警通过网络查控系统查
询乔某的银行存款、房产信息等均无所
获。乔某在交警部门缴纳的赔偿押金
8000 元被执行后，剩余的赔偿金一直没有
着落。最终，执行干警只得先将其纳入了
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限制其高消费行
为。
7 月 14 日，乔某竟突然出现在了淇滨
区法院，主动表示要还款。原来，正值结婚
年龄的乔某结识了一个心仪的女朋友，两
人到了筹备婚礼的时候，计划去海南拍婚
纱照。他兴冲冲地去买飞海南的机票时，
却被告知因没有履行法院判决的义务被限
制不能购票坐飞机。这时，乔某女朋友生
气的说道：
“本来还觉着你挺靠谱的，没想
到你竟然是一名老赖，你要是不尽快还了
人家钱，这婚就别结了”，这下乔某傻眼了，
赶紧凑足了钱到法院交上了自己的赔偿
款。

面临刑责追究
“老赖”乖乖还钱
本报讯 滑县一名老赖，长期逃避执
行。在滑县法院对其以拒执罪立案后，老
赖才慌了神，立案第二天便将执行款送到
了法院。
滑 县 居 民 任 某 ，因 一 起 交 通 事 故 案
件，被法院判决赔偿原告 12 余万元。但判
决生效后，任某拒不履行。2016 年原告向
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被执行人任某长
期为逃避执行，长期在外躲避，逢年过节
也不回家。滑县法院执行人员，多次去其
家中拘传，均找不到其人。
天 网 恢 恢 疏 而 不 漏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6 月 21 日，执行干警经多方打听获悉，
被执行人任某刚回到家中准备给其外甥
女儿庆生。在当天夜里的执行行动中，执
行人员将任某拘传至滑县法院。执行人
员给其仔细地讲清楚一切法律后果后，任
某仍拒不履行，抱着拘留 15 日后，仍可逍
遥自在的心态，不以为然。
随后，案件承办人指导申请人走自诉
途径，要求追究被执行人任某刑事责任。
当执行干警再次赶到拘留所，给任某细说
其中利害关系后，任某才慌了神，马上与
家里的亲戚朋友联系，让家里人赶紧凑
钱。自诉案件立案第二天，任某的朋友便
受任某委托，匆匆将执行案款送到了法
院，案件得以圆满执结。任某也获得执行
申请人的谅解。
（曹振亚 沈要进）

费 6000 余元，但因母亲王某长期有病，无履
行能力无法支付抚养费。随着祖父母年龄
的增大，本已贫困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了
解到上述情况，淇滨区法院执行干警本着家
务事尽量和解解决、努力促成亲情再续的执
行思路，尽量不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而是耐
心倾听双方诉说，深入了解双方产生隔阂的
原因。
经过一系列耐心细致的劝解后，双方终
于达成谅解。张某母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张某也理解了母亲的困难和不易。在执行
干警的主持下，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张
某母亲当场给付部分抚养费，并承诺分期付
清其余的抚养费。
临别前，淇滨区法院的执行干警们鼓励
张某要自信坚强、乐观向上，虽然父母不在
身边，但会有很多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在关心
他的成长，希望张某能好好学习，用优异的
成绩回报养育自己的爷爷奶奶、在外辛勤劳
作的父亲，
还有社会各界的关心。

法官倾力解民忧 执行款送到病床前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杨燕
王晓阳）虽然还躺在病床上，但张某却笑
得合不拢嘴：
“ 我申请的执行款终于到位
了！”近日，鹤壁市淇滨区法院的执行干警
专程赶到鹤壁市第一人民医院，将执行款
送到了张某的病床前，正准备做手术的张
某解了燃眉之急。
张某是一位农民工，今年 47 岁。2015
年，张某受雇于被执行人夏某，为其承包
的工程进行外墙保温工作。2016 年 4 月，
双方进行结算，夏某向张某出具一份欠
条，欠条注明：夏某欠张某工资 5.6 万元，
每月平均还 8000 元，分 7 个月还清。然
而，从那之后，夏某仅向张某支付了 2 个月
的工资 1.6 万元。此后，张某多次催讨无
果，只好向法院起诉。判决生效后，夏某

又支付了 1 万元，之后又不再还款。无奈
之下，
张某向淇滨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执行干警多次约谈
夏某，夏某仍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在发现
被执行人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后，执
行干警将夏某列入失信名单，并纳入网络
查控系统。
前几天，执行干警通过网络查控系
统发现夏某名下银行卡内有一笔 6 万元
的存款，遂予以冻结扣划。执行干警第
一时间通知张某，请他前往法院办理相
关领款手续。这时得知他因病住院，又
很需要这笔钱来交医药费。考虑到申请
人 的 实 际 情 况 ，经 法 院 批 准 ，执 行 干 警
开 通 了 绿 色 通 道 ，特 地 赶 到 医 院 ，为 张
某送执行款。

民警迅速出击 破获非法拘禁案
本报讯 7 月 10 日凌晨,鹤壁市公安局
山城区分局案件侦办大队值班民警接到
群众肖某报案称：其在鹤壁市山城区被人
长时间拘禁在车上，对方有凶器。值班民
警迅速展开侦查工作，一方面稳定受害人
情绪，向其了解详细情况，另一方面迅速
向值班领导汇报案件情况。
因该案件受害人被拘禁在嫌疑人肖某
某车上往返新区老区，
跨度较大，
报案时间
又是在凌晨，
对方又持有凶器，
影响十分恶
劣。合成作战大队全力配合值班中队侦破

6月29日上午9时，
鹤壁市
鹤山区法院院长陈艳梅独任审
判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申某
盗窃罪一案，并当庭宣判。鹤
山区检察院检察员王琼出庭支
持了公诉。该案件也是鹤山区
法院贯彻落实《中共鹤壁市委
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入推进“打
黑恶反盗诈破系列”攻坚战的
通知》的具体表现。从立案到
审结，
用时一周，
快审快结。

此案，
民警抱着不等不靠的工作思路，
克服
困难，
往返新区老区，
最终找到嫌疑人肖某
某所驾驶车辆，
确定了嫌疑人信息。
民警于 7 月 13 日下午，将嫌疑人肖某
某抓获，并在其驾驶车辆上搜出刀具三
把。嫌疑人肖某某到案后，抱着侥幸心
理，负隅顽抗，讯问一度陷入僵局。办案
民警迅速调整思路，转换工作方法，在不
懈努力下，该案件取得关键性进展。目
前，嫌疑人肖某某已被羁押，该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
（郭晨）

快审快结

本报讯 6 月 30 日上午，浚县法院对
拒执罪案件的被告人杨某某进行了开庭
审理，并依法作出判决，杨某某获刑 1 年
10个月
2016 年 6 月 27 日，王某某与杨某某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经浚县人民法院审理
判决杨某某偿还原告王某某借款 46.8 万
元。判决生效后，
杨某某未主动履行还款
义务。王某某随向浚县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执行期间，
杨某某具有一定的财
产及比较固定的收入来源，
但其接到执行
通知后，
拒不履行法院判决以及申报个人
财产，
被浚县人民法院司法拘留两次，
仍
拒不履行法院判决。
浚县法院刑事审判庭审理后认为，
被
告人杨某某对人民法院的生效民事判决
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情节严重，
其行
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构成拒
不执行判决罪。综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犯罪的性质、
情节和认罪态度，
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
以拒不执行判决
罪对杨某某做出了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
的判决。
（未会杰）

执行干警耐心释法
员工终于拿到工资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杨燕
王晓阳）近日，鹤壁市淇滨区法院向 9 起
劳动争议案件的申请人集中兑现执行款
63860 元。虽然执行标的额看上去“不
大”
，
但是淇滨区法院执行干警花了不少
心思，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成功将 9 起
案件全部执结。
小李等人是鹤壁某网络科技公司的
员工。由于工资福利、经济补偿纠纷，
小
李等人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今年 3 月 3 日，
仲裁机关裁定该公
司履行清偿义务。而后，
该公司未履行清
偿义务，
小李等人于 6 月 4 日向淇滨区法
院申请执行，
标的额合计63860元。
立案后，
淇滨区法院执行干警依法向
该公司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但
该公司一直未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
执行干警多次联系该公司法定代表
人陈某，
督促其配合法院执行工作，
偿还
小李等人的工资。陈某却以
“公司停止经
营，
没有钱。
”
为由，
不予兑现。经查，
该公
司名下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干警
多次向陈某释明，
其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
应该代该公司积极向法院申报财产。
结合
“夏季雷霆”
活动的高压打击形势，
陈
某也意识到了不能因为自己的困难而损
害到员工权益，
于是主动到法院一次性缴
纳了 63860 元。至此，这 9 起案件均执行
完毕。
执行干警表示，
无论执行标的数额多
少，
都应得到一视同仁的执行和保护，
对
于涉民生案件更会优先接待、优先立案、
优先处置。

“午夜行动”
捍卫群众合法权益

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谷晓静 摄影报道

姐弟冰释前嫌 共同赡养老人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杨燕
王晓阳）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赡养父母是每个公民应尽的法定义
务。然而，现今社会却仍有极个别人，因
为一些原因而不愿意赡养老人。
蔡某家姐弟两人，
其父亲去世得早，
母
亲黄某今年已年近八旬，
年老体弱，
和女儿
蔡某英生活在一起。由于女儿是下岗工人
又缺乏经济来源，因而生活十分困难。为
此，
母亲多次与蔡某协商，
要求蔡某支付赡
养费。后经居委会多次调解仍然无果而
终，为此母子闹僵。老人无奈之下向淇滨
区法院起诉，
要求儿子按月支付赡养费。
法院判令蔡某按月支付其母亲赡养
费 350 元，判决生效后，蔡某在期限内仍没
有支付赡养费。老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但在执行过程中，执行干警发现被执

借钱不还想耍赖
一审判决终获刑

行人蔡某的家庭情况也十分不好，由于长
期在外打工落下一身疾病。家里经济捉
襟见肘、入不敷出。蔡某至今已拖欠赡养
费 2000 多元，
该案的执行陷入停滞状态。
7 月 15 日,执行干警将蔡某和蔡某英
叫到法院,在执行干警的调解下，姐姐蔡某
英了解到弟弟现在的生活处境也十分艰
难，根本没有履行能力。在血浓于水的亲
情面前，姐姐代表母亲主动放弃了索取赡
养费的权利。
“不管再难，都要把咱娘伺候
好，
以前是姐错怪你了。”蔡某英表示。
在执行干警从法律、道德、人情等多
方面的说服教育下,母子二人重归于好。
蔡某也认识到了自己不赡养老人的严重
错误, 表示彻底悔改，并写下保证书，承诺
从今以后一定想方设法挣钱，按时支付母
亲的赡养费,让年迈的母亲老有所养。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杨燕
王晓阳）为进一步扩大
“夏季雷霆”
活动战
果，鹤壁市淇滨区法院积极开展夜间行
动，
对长期躲避的被执行人实施
“午夜抓
捕”
行动，
效果显著，
顺利执结了一批
“失
踪案”
。
7 月 14 日夜，当喧嚣散尽，人们都进
入梦乡之后，
淇滨区法院里执行干警却整
装待发，
一场深夜突击执行行动正在紧锣
密鼓的准备中。执行干警充分利用夜晚
被执行人放松警惕的心理，
组织警力对一
些长期找不到被执行人的案件进行突击
排查和执行。
经过3个多小时的蹲点，
凌晨一点多，
就着路灯的昏黄光线，
苏某出现在执行干
警的视线内。执行干警果断行动亮明身
份，
将在外逃避执行一年多的被执行人苏
某抓获。执行干警顾不得吃饭就立即对
苏某展开了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起初
他态度强硬，
坚称没钱。执行干警见劝说
无效，
随即对被执行人苏某签发了拘留决
定书。苏某见执行干警态度坚决，
想到被
拘留后的痛苦日子，
终于答应偿还申请人
黄某的债务。他马上联系了家人，
让家人
赶快将6万元现金交至法院，
并将剩下的8
万元执行款打到法院的专用帐户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