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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陈昭/文图）为提高广大干警的健康意
识，普及保健知识，树立科学的工作
生活习惯，7月14日下午，浚县法院邀
请浚县人民医院神经内二科姜备海
主任，到该院为全体干警送上了精彩
的健康知识讲座，。

姜备海根据该院干警 2016 年、
2017 年两年的体检报告，针对机关
单位工作人员的特点，结合临床实
践经验和实际工作生活习惯，就体
检报告中反映的高血压、糖尿病、心
脑血管疾病等问题，介绍了调整心
态、合理膳食、戒烟限酒、适量运动
等健康养生方式调节和改善身体机
能的方法，并针对法院机关单位工
作人员存在的亚健康问题，提出了
科学合理有针对性的改善调节治疗
方法。

近段时间，法院干警面临集中执
行、下乡扶贫等重大工作事项，任务
重，压力大。本次讲座贴近实际工作
生活，讲解生动丰富，广大干警受益
匪浅。 （郭晨）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杨燕 王晓阳）鹤壁市淇滨区法院在执
行被执行人李某借款合同一案中，依
法向其送达了执行通知书，责令其 5
日内履行义务。但被执行人李某逾
期没有履行，且将名下车辆转移到他
人手里，并拒绝交出该车辆，这种行
为属于典型的规避执行和有能力而
拒绝履行行为。对于李某的这种行
为，执行干警在合议后决定对其采取
拘留措施。然而，执行干警在其住处
及厂房附近分班蹲点一周后仍未见
其行踪。执行干警向上级汇报后，决
定对李某进行悬赏公告，对提供李某

藏匿住处帮助法院找到李某的，予以
一定的现金奖励。

6月 26日，在公告发出 3天后，被
执行人李某竟找到法院胡闹，认为张
贴悬赏公告让其丢失脸面在生意上
不好做以及在亲友面前抬不起头，并
情绪激动。面对李某的无理取闹行
为，执行干警当场予以制止，并向其
询问是否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在李某肯定的回答拒不履行
后，执行干警依法对其拒不履行行为
采取15日的司法拘留，下一步将以拒
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罪向公安机关
移交，追究其刑事责任。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杨
燕 王晓阳）近日，鹤壁市淇滨区法院执
行干警成功执结了一起被执行人以长期

“失踪”来规避执行的案件，申请人方某
终于领到了早已应得的执行款。

2015 年 3 月，被执行人靳某做生意
需要资金，向申请人方某借款 10 万元，
一年后到了约定的还款时间，方某多次
向靳某索要借款，靳某总是借口做生意
赔了没钱还。无奈方某只得将靳某起诉
至法院，经法院审理后，判决被告靳某
偿还原告方某借款本金 10 万元。判决

后，靳某仍拒绝履行还款义务。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执行干警多

次找被执行人靳某进行释法明理，试图
说服靳某能主动偿还欠款。但靳某不仅
置之不理，甚至为了躲避执行玩起了

“躲猫猫”。后执行干警数次前往靳某
家中，发现其早在方某起诉前就将名下
所有的财产进行了转移，在判决书下来
之后更是举家搬离了鹤壁。

7 月 7 日上午，执行干警突然接到了
被执行人靳某的电话，靳某在电话中说
道：“求你们尽快把我从黑名单里撤出

来吧，这两年我在外地做生意赚了点
钱，想带着孩子回去看看我的父母，可
是因为在黑名单里我连车票都没办法
买，我马上还老方钱，求求你们尽快把
我从黑名单中撤出来吧，我想带妻儿们
回家…”

7 月 10 日，方某终于收到了靳某转
来的 10 万元执行款，至此拖了一年之久
的借款纠纷得以化解，靳某的父母也终
于可以见到日思夜想的孙子，靳某也承
诺在今后的日子里一定会”奉公守法，
诚信经商。”

规避执行把家弃富贵锦衣难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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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7 年新收案件实行重点清理，9 月 30 日
前结案率达到 80%以上，实际执结率达到
50%以上。活动要求，穷尽各种执行措施，
查询被执行人存款、房产、车辆等信息，及
时采取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对可变现财
产依法及时评估、拍卖，依法全面公布失信
被执行人信息，常规化使用限制高消费、限
制出境等措施，加大司法拘留及追究拒执
犯罪的惩戒力度。

活动期间，实行“日公布、周排行、月通

报”的工作制度。对各执行团队案件办理
情况包括：结案数、实际执结数、拘留人数、
拒执犯罪案件办理数、执行宣传、文书上网
等各项指标每天在滑县法院中层干部工作
交流群里进行公布，每周一排名，每个月月
底在全院范围内进行通报批评，奖勤罚
懒。据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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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法院执行竞赛“大比武”奖罚分明促执行

“夏季雷霆”亮剑执行
“老赖”乖乖缴钱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杨燕 王
晓阳）日前，鹤壁市淇滨区法院深入开展“夏
季雷霆”专项活动期间，顺利执结一起农民
工讨薪案件，涉案标的9万余元，涉及农民工
10余人。

案件中，被执行人熊某为某工地包工
头，今年 4 月 10 日曾写下保证于今年 6 月底
之前将标的款履行完毕，但逾时后却仍不履
行还款义务。干警在执行时发现，熊某在某
汽车城有工程项目，并马上要进行工程决
算，有意欲规避法院执行。

7月10日，经相关人员反映，被执行人熊
某今天要到该汽车城进行工程决算，并领取
该笔工程款。执行干警当机立断到该汽车
城寻找熊某，并将熊某强制带离至法院。将
熊某抓获后，执行干警迅速研究了执行方
案，决定先对其实施 15 日司法拘留，然后再
移送至公安机关追究其拒不履行生效判决
的刑事责任。正当集合执行干警准备将其
送拘时，被执行人熊某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
性，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愿意缴
纳全部执行款项及各项费用。当天中午 1
时，熊某的家人来到法院将农民工工资全部
予以结清。

以案释纪明纪 筑牢廉政防线
本报讯 7 月 11 日下午，鹤壁市公安局

鹤山区分局组织干警观看了系列警示教育
片《警钟》。

《警钟》系列警示教育片，对近年来公安
机关发生的一批典型违纪违法案件进行了
深入剖析和深刻反思，从思想根源深刻剖析
了道德防线不牢、人生观念失衡、背离人民
群众、无视党纪国法，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
力当成谋取私利工具，最终陷入犯罪深渊的
过程，催人警醒。

教育片观看开始前，鹤山区公安分局副
局长宋长银提出三点要求。各单位要严格
按照市局要求召开座谈会，撰写心得体会，
深刻汲取警示教育片中违纪违法人员的教
训；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条规铁令的
学习，不断提高党性修养和思想道德修养，
进一步树立和增强自身廉洁自律意识；要紧
密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深入查找自身问题，不断进行自我剖析、自
我反省，坚决筑牢反腐倡廉拒腐防变的思想
道德防线。

通过观看警示教育片，使全体民警受到
了强烈的震撼和深刻的教育，大家纷纷表示
要从警示片中汲取深刻教训，面对社会上形
形色色的诱惑，不做欲望的奴隶，提高遵纪
守法的自觉性，筑牢拒腐防变防线，做到对
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

（宋丽清）

“老赖”要去香港旅游
不能买机票慌了神儿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杨燕 王
晓阳）“法官，我把全部执行款都带来了，赶
快把我从失信黑名单上撤下来吧，我等着买
机票和朋友去香港呢。”，原来是因为张某没
有履行生效判决，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张某买飞机票被拒，游玩心切的张某只
好灰溜溜的主动到法院来履行还款义务。

2014 年 3 月，张某向李某借款 200000
元，并出有借条，约定月息一分五，借款期限
为两年。2016年3月，借款合同到期后，李某
多次向张某催要，张某仅还款100000元及利
息，对剩余的100000元拒绝继续偿还。李某
无耐之下一纸诉状将张某告上法院。

判决生效后，张某仍然拒绝履行偿还义
务，李某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张某。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执
行干警在被执行人张某拒不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的情况下将张某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对其失信行为进行惩戒。2017年 6月 26
日，急于和同伴一起赴香港游玩的张某，因
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而无法购买飞
机票，面对朋友的质疑，张某心急如焚的赶
到法院要履行自己的义务。在面对执行干
警的询问，张某诉说到因为自己被纳入黑名
单，都没有办法买飞机票和朋友一起去香港
旅游，各项高消费行为也都被进行了限制，
连朋友也对自己的行为产生质疑，以后再也
不敢做失信行为了。

本报讯 近日，鹤壁市公安局山城区
分局民警，在山城区地王广场联华超市
北门成功抓获，涉嫌以介绍工作为名实
施诈骗的两名犯罪嫌疑人张某、段某，
成功破获系列诈骗案。

6 月 21 日 9 时许，山城区公安分局
经侦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2013 年 8 月
至 2015 年 4 月期间其被邻居段某、张某
以安排其女儿去铁路局上班为由，以交
培训费、购买铁路服装、高跟鞋、拉杆

箱、招待关系人的名义，先后诈骗其现
金 15 万余元，帝豪香烟 11 条。接警后，
民警展开调查。在案件调查过程中，高
某某报警称段某、张某在 2016 年 2 月至
2016 年 4 月期间，以安排其儿子去铁路
局高铁上班为由诈骗 12 万余元。因张
某、段某暂住郑州，民警通过一系列工
作，最终确定两名嫌疑人的活动范围。

6 月 29 日，民警在山城区地王广场
成功抓获两名嫌疑人。经查：段某儿子

在某市铁路局上班，2013 年以来，两人
以安排铁路局正式工为由，以培训费、
服装费、招待关系人、帮助购买廉租房
等名义先后诈骗两名受害人 30 余万元，
所得钱款用于挥霍。

在案件办理中，民警又破获一起两
名嫌疑人以安排工作名义在郑州实施的
诈骗案。目前，犯罪嫌疑人段某、张某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深
挖细查中。 （郭晨）

山城警方快速侦破

以安排工作为由实施的系列诈骗案

发力“夏季雷霆”
淇滨区“周末有约”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杨燕
王晓阳）鹤壁市淇滨区法院充分利用周末
黄金时间，全体执行干警主动放弃休假，发
扬不怕苦、不怕累的奉献精神。一方面深
入社区、广场以及人群密集区等地方，大力
宣传打击拒执犯罪；另一方面利用周末老
赖们心理容易放松的时机，主动出击，周末
执行行动不停息，向拒执“老赖”亮剑，表明
了淇滨区法院打击“老赖”的坚定决心!

7 月 1 日是一个周末，淇滨区法院共出
动警力 35人，警车 6台，分成两个执行组负
责抓捕被执行人。一个思想工作组负责做
被执行人的思想工作，促使其尽快履行；一
个押解组负责将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送往
拘留所。两天假期累计寻找15起执行案件
被执行人。其中4人迫于压力当场履行，经
执行干警做双方当事人工作达成执行和解
协议，并履行完毕 7件，拘留 4人，执行到位
金额38万元。

在找到被执行人之后，由思想工作组
做其思想工作，对被执行人进行拒不履行
会有怎样的严重后果进行宣讲，对于仍拒
不履行的马上审批拘留手续，再由押解组
送到拘留所内。被执行人周某被找到时正
在一个鱼塘里钓鱼，当他看到执行干警时，
扔下鱼竿拔腿就跑。随行的法警果断向周
某追了过去，在法警将被执行人周某抓回
的路上，经过追逐过程中经过的一条3米多
宽，两米多深的沟时，周某感叹道：“你真厉
害，这么宽的沟你是怎么过来的？我服了，
我向刘某履行我的债务，你们太可怕了…”

行动期间，执行干警充分了解案情、作
出详细周密的部署，与申请人密切沟通联
系，确定被执行人方位，果断采取凌晨出
击、午夜抓捕行动。在一系列周密的部署
下取得了丰厚的战果，高效的促进了案件
进展，充分的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创新执行措施 剑指拒执老赖

举办健康知识讲座关爱干警身心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