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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综合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杨燕
王晓阳）“ 喂，您是淇滨区法院执行局的法
官吗？我是安徽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
我们公司主动履行我们的债务，请你们抓
紧时间把我们公司失信人名单去掉吧
……”

6 月 15 日下午，正在开会研讨拒执案
件的淇滨区法院执行干警突然接到被执行
人安徽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电话，该公
司要求主动履行判决书义务，并把执行款
520 余万元全部打到了淇滨区法院标的款
专用账户上，履行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全部义务。该公司因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的信用惩戒，主动履行法律文书的义务，是

本院运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这一利器的
显著成果。

该公司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被申请人
赵某起诉至鹤壁市淇滨区法院，后经本院
判决后，判令该公司偿还申请人赵某合同
款520余万元。判决生效后，该公司却没有
主动履行相应的义务，并对赵某拒之不
见。无奈之下，赵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立案后，执行干警向该公司送达执行
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后，该公司以资金周
转紧张为由拒不偿还，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也不知所踪。执行干警多次联系该公司，
通知该公司抓紧时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但该公司均不予理睬。因为该

公司的拒执行为，执行干警将其列入了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后该公司在企业招标时
被告知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无法
参与竞标。该公司这才主动联系淇滨区法
院，表示要履行债务，请求淇滨区法院尽快
将该公司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中删除。

随着国家征信体系和互联网技术的不
断发展，该案件只是淇滨区法院成功惩治
失信“老赖”的案例之一，在执行工作中这
样的案例不胜枚举。“老赖”一旦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就会被限制高消费，从而
无法进行贷款、参加招投标、乘飞机坐高
铁、出国出境、住高级宾馆等高消费行为，
使“老赖”网上有名，寸步难行。

安徽一企业失信上“黑名单”
投标遭拒忙还款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杨
燕 王晓阳）6 月 23 日晚上 9 时，鹤壁市
淇滨区法院“夏季雷霆”周五夜间行动
继续进行中，被执行人乔某终于出现在
回家的楼梯口，被严阵以待的执行干警
成功抓获，在对其宣布以拒不履行法院
生效判决罪进行逮捕后，被执行人乔某
主动履行，一起困扰执行干警已久的交
通事故案得以执行。

2015 年 7 月，乔某与王某在兴鹤大
街发生交通事故，致王某左腿骨折。
因乔某拒绝赔偿损失，王某将其诉至
淇滨区法院。该案审理后，判决乔某
赔偿王某各项损失 95256 元。判决生
效后，乔某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王某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执行干警依法对乔某
进行司法拘留。但被执行人乔某态度
一直很蛮横，不论做多少思想工作，乔

某均表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确定
义务。后经查明，在案件进入执行程
序后，乔某办理了港澳通行证，并且在
香港，澳门旅游长达 20 多天，被执行人
乔某的这种行为属于典型的有支付能
力而拒不执行，违反人民法院限制高
消费及有关消费却拒不执行的行为，
已涉嫌构成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
罪，申请执行人王某向本院提起自诉。

在将乔某抓获并对其宣布进行逮
捕后，被执行人乔某提出愿意主动履
行，半个小时后其家属将赔偿款送到了
法院，请求申请人王某的谅解。在得到
谅解后，自诉人王某向法院申请撤诉，
法院裁定准许。

在拒执罪这柄利剑的震摄下，被执
行人们的态度不再如之前一样强硬，有
效的斩杀了他们的侥幸心理，使他们积
极主动的履行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

非法运输危险品
三轮摩托车司机被拘

本报讯 6月 24日 16时，鹤壁市公安局
鹤山分局社区警务三中队民警李庆州、祁鹏
飞巡逻至鹤山区鹤壁集镇张荒村公路东侧
时发现郭某军驾驶一辆红色三轮摩托车，车
内载有多个氧气瓶。民警随即上前盘查制
止，经查，车主郭某军（男，52岁，鹤山区人）
从鹤壁集东街某修理厂非法运输 9瓶氧气
到附近的一个铁厂，未取得许可证，无危险
货物标志、无灭火设施非法运输危险物质液
态氧气体。民警将车主传唤至公安机关接
受调查,经询问，违法行为人郭某军对其无
证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依照《消防法》和《治安管理处罚
法》规定，违法人员郭某军因涉嫌运输危险
物质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宋丽清）

8件拒执罪集中宣判后
35名“老赖”主动还款

本报滑县讯(记者 朱广亚 通讯员 范冰)
6月27日，滑县法院对刘某、范某等8起拒不
执行生效的法院判决、裁定等涉嫌拒执罪犯
罪案件进行了集中开庭、集中审理，并当庭
宣判，有效震慑了拒不执行生效的判决、裁
定犯罪行为。35名逃避执行的被执行人，在
极大的心理压力下，主动履行了还款义务，
掀起了滑县法院案件执结的一个高潮。

滑县法院执行局局长杨森彪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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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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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件拒执罪的集中
宣判，给其他案件的“老赖”上了生动一课。
面临即将被追究的拒执罪刑事惩戒，许多

“老赖”都最终服软。

适应互联网时代 巧用擒“老赖”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杨燕王

晓阳）“美女，你怎么还不睡觉啊”“睡不着,
在KTV唱歌呢，心情不好,肚子也饿了，”“那
去吃东西啊，要不，我们一起去撸串吧，好
吗？”“好啊”

6月23日晚上11时许，在鹤壁市淇滨区
某KTV楼下，28岁的被执行人覃某本想着
和“美女”约会，没想到等来的却是执行干
警。原来，淇滨区法院执行干警通过申请执
行人提供被执行人的微信号,化身“美女”在
微信上加他为好朋友，设计将他“约”了出
来。

覃某于2014年3月17日在申请人某汽
车销售处购买了汽车，但尚欠 35000 元未
付。2016年10月某汽车销售处起诉了覃某,
经淇滨区法院判决,由覃某按期偿还。覃某
并未按生效判决履行义务。申请人于2017
年 2月申请执行，覃某长期在外规避执行，
其名下的车辆也难以寻找踪迹。

5月18日，执行干警在接到申请执行人
提供的被执行人覃某的微信号后，立刻化身

“美女”添加覃某为好友与其聊天，并对其进
行微信朋友圈状态进行关注。6月23日覃
某在微信中说到今天回到了家中，并在当天
晚上就约我们的“美女”出来吃宵夜,最终被
执行干警抓获。面临被拘留的下场，覃某的
父亲马上送来了执行款，该案得以巧妙的执
行完毕。

“夏季雷霆”持续发力
“老赖”惶惶不可终日

本报讯 自“夏季雷霆”活动开展以来，
鹤壁市淇滨区法院持续发力，以实际行动震
慑失信被执行人，让“老赖”们惶惶不可终
日。

6月26日，被执行人宋某带着8万元现
金主动来到法院履行其义务。“现在法院的
打击力度这么大，到处都是法院的警车在抓
人，看得我心里一直惶惶的，每天都担惊受
怕的，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真不知道什么时
候我会被抓走，今天我是来主动履行的。”宋
某说。

当天下午，申请人王某领走了执行款，
一起民间借贷引起的纠纷就在“夏季雷霆”
的强大攻势下得以高效的执行完毕，历时不
到一个半月。 (杨燕王晓阳)

好法官探亲不忘办案
省城郑州执结一案

本报滑县讯（记者 朱广亚 通讯员 曹
振亚）7月 8日，滑县法院执行法官沈要进
回省城探亲，仍放不下执行工作，探亲间
隙约见案件当事人，圆满执结一案。

“夏季雷霆行动”开展以来，滑县法院
执行干警，为全力破解执行难，即使是周
末也始终奋战在执行一线，很少有休息的
时间。7月 8日，又是一个周末，已经一个
月没有回郑探亲的沈要进，趁周六一天的
空闲匆匆赶回郑州。虽然只有短短的一
天探亲假，沈要进却仍放不下手里的执行
工作。与未婚妻匆匆见了一面之后，他便
又上路寻找在郑州居住的一个经济案件
的当事人了。

原来，一案件的当事人双方已经做通
思想工作，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并已部
分履行。申请人要求对此案撤诉，但是申
请人远在郑州，又是自己在家照看年幼的
小女儿，抽不开身来滑县办理撤诉手续。
细心的沈要进一直惦记着这个案件，回郑
探亲之前就提前和张某电话取得了联
系。和张某见面后，沈要进顺利为张某做
了执行笔录，并捎带回了张某提交的撤诉
申请书，使该案在法定期限内圆满执结。

本报讯 日前，鹤壁市公安局经济技
术开发区分局通过查看监控、走访排
查、巡逻防控，现场抓获一名盗窃自行
车嫌疑人，查处侵财类治安案件1起，为
雷霆百日会战和北戴河安保工作增添
战绩。

6月28日20时许，经济技术开发区
公安分局接到 110 指令称：卫河路东段
某小区内一辆自行车被盗。接指令后，
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接警队值班民警
户鹏涛等人迅速赶赴现场。到达现场
后，民警了解到系该小区业主停放在楼
道内的两轮自行车被盗。民警通过查

看小区监控录像，发现了嫌疑人员。民
警将嫌疑人人员画像打印出来，通过在
辖区内走访摸排，获悉嫌疑男子为高
某，居住在海河路东段某小区。

随后民警连夜驱车赶赴海河路东
段某小区进行调查，并安排人员在该小
区附近进行巡逻。当民警巡逻至海河
路与泰山路交叉口，发现一名男子与监
控中盗窃自行车的嫌疑男子十分相
似。民警果断上前将男子控制，经进一
步询问，该男子确系高某。高某对盗窃
自行车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民警连夜
依法对高某作出了行政处罚。（孙雪姣）

心系民生
20天帮老人追回医药费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杨燕
王晓阳）2016年5月，刘某驾驶小轿车在鹤
壁市淇滨区卫河路与兴鹤大街交叉口与
李某发生交通事故，导致60多岁的李某右
臂骨折。然而事故发生后，刘某却拒绝对
李某进行赔偿，李某一怒之下将刘某起诉
至淇滨区法院。判决生效后，判令刘某赔
偿李某各项损失共计3万元。

6 月 5 日，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
干警充分了解案情，当天就通知被执行人
刘某到法院说明情况，并向刘某送达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但刘某称其已经垫
付 5000元医药费，应该把这部分钱从 3万
元赔偿款中扣除，且诉讼费、鉴定费不应
由其承担，拒绝履行生效法律文书。5 日
后，在规定的履行期限内，刘某未向李某
支付赔偿款，因其拒不履行生效判决义
务，执行干警依法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

6 月 25 日，刘某因为要扩大生意规模
向银行进行贷款，在贷款手续办理过程
中，发现因为自己的失信行为已经被法院
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而无法进行
贷款。于是，刘某马上到法院，主动找到
执行干警，经过执行干警与被执行人刘某
沟通，告知其全国法院打击拒执犯罪的高
压形式以及“夏季雷霆”活动的打击成果，
以及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严重后果。最
终，被执行人刘某通知家人当场将 8 元现
金交至法院，让执行干警转交申请执行人
李某。

本报讯 日前，为了进一步了解辖区
情况，促进辖区安全稳定，鹤壁市公安
局示范区分局淇水湾警务室社区民警
深入辖区，积极开展了无户人员登记宣
传、走访和调查工作，全力把无户人员
摸底工作做实、做细、做好。

依法登记户口是法律赋予公民的
一项基本权利，淇水湾警务室高度重
视，广泛宣传无户人员登记户口的各项
政策措施以及公民依法登记户口的权
利和义务。民警走家入户，宣传户籍政
策、法规，讲明道理、晓以利害，营造良
好舆论氛围，努力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
和配合，积极引导无户口人员主动到公

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登记。其次，民警
以“村不漏户，户不漏人”为工作原则，
认真细致开展摸排工作，与村组干部配
合，进一步了解村上每户人家户口的具
体情况。特别是注意对于无户人员的
登记情况，逐一分类登记无户口人员情
况，并认真填写无户口人员登记表。最
后，对摸排出来的无户人员，认真积极
调查收集各类材料，随后将依照登记户
口相关规定为无户人员登记户口。

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涉
及公民最基本权益的保障，通过此次摸
底排查，排查出无户口人员2名，目前户
口手续正在审批办理中。 （张鹤）

拒执利剑挥起来 被执行人当场履行

小区监控录像 锁定盗窃自行车嫌疑人

深入开展平安建设 做好无户口人员排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