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杨燕 王
晓阳）6月11日晚，天空中雷声阵阵如万马奔
腾，暴雨倾盆而下，雨点猛烈的击打着大地，
此时的大街上已经很难再看到行人和车辆，
然而淇滨区法院的执行干警却还在行动着。
在得知长期在外地躲避执行的被执行人李某
突然回到家中的消息后，时刻保持战备状态
的执行干警，冒着倾盆大雨争分夺秒的向李
某家赶去。

狂风挟着暴雨，粗大的雨点落下来打在

执行干警的脸上、身上，警服瞬间就湿了大
半，但执行干警无所畏惧，继续在茫茫雨雾中
前行。按照既定方案，执行干警赶到了李某
家，当李某打开门后都不敢相信执行干警竟
然会冒着滂沱大雨前来找他，看着浑身湿透
了的执行干警，李某也意识到今天执行干警
对他是志在必得了，心中仅存在一丝侥幸心
理也没有了，当场就先履行了两万元，并找来
了朋友到法院做了担保，保证在 10天内将剩
下执行款送到法院。

6 月 19 日上午，李某按时送来了剩余的
执行款，一起涉及退伍军人的买卖合同案件
得以顺利的执行完毕，申请人刘某高兴地领
走了执行款。

原来，申请人刘某是一名退伍老兵，从部
队转业后选择了自主创业，在 2016 年 3 月向
被执行人李某提供了一批价值 6 万元的货
物。但是李某在收到货物后却没有按照约定
时间及时支付刘某货款。后来刘某多次催要
无果后，遂将李某起诉至淇滨区法院。判决

生效后，李某仍不予兑现。刘某申请强制执
行，但是李某却跑到了外地来躲避法院的强
制执行。但李某万万没有想到，他会在一个
暴雨之夜，被参加“夏季雷霆”行动的执行干
警抓个正着，迫于压力只得从速偿还欠款。

无论环境多么的恶劣，条件有多么的艰
苦，只要有被执行人的线索，法院的执行干警
总会不畏艰辛，克服一切困难，及时的出现在
执行现场，执结更多案件，为捍卫人民群众的
合法权益“风雨兼程”。

本报滑县讯（记者 朱广亚 通讯
员 元伟 曹振亚/文图）“谢谢你们，谢
谢，太感谢了。”近日，家住浚县的申
请人侯某专程赶到滑县法院，将一面

“公正执法一心为民”锦旗送给了执
行法官，对法官帮自己讨回务工挣来
的血汗钱表示感谢。

2012年，侯某为被执行人李某某
提供劳务，辛苦一年完工后，李某某
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侯某下余工资
钱款。2016 年 3 月，经滑县人民法院
判决，由李某某一次性支付侯某劳务
款6050元。官司打赢了，本以为能拿

回属于自己的血汗钱，但李某某却拒
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长期在外躲避
债务。无奈之下，侯某向法院申请立
案强制执行。立案执行后，滑县人民
法院执行局干警多次与被执行人李
某联系未果。

几经周折，在得到李某某回家的
消息后，滑县法院执行局干警果断出
击，将被执行人李某某拘传至法院。
最终，慑于法律的威严，李某某当场通
知家人送来执行款，一次性结清了侯
某的工资款项。至此，侯某的工资终
于有了着落，此案终于得以圆满执结。

无惧风雨抓“老赖”维护退伍军人合法权益

本报讯 自省高院“5·10”执行工作会议
后，鹤壁市淇滨区法院积极响应省、市两级
法院号召，组织精干力量，充分利用节假日
和夜晚的黄金时间，不间断的开展形式多样
执行活动，以宣传教育为主，打击震慑为辅，
两两相结合。在全市两级法院共同努力和
持续高压的打击态势下，越来越多的“老赖”
意识到了法院打击拒执行为的坚决态度，开
始积极主动的到法院履行其相应义务，使案
件得以顺利的执行完毕，同时也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果，让更多的人民群众看到了人民
法院破解执行难的决心与信心！

自夏季雷霆活动开展以来，淇滨区法
院以此次专项活动为契机，始终保持打击
行动常态化、宣传形式扩大化，切实做到

“执行一个、教育一批，震慑一方”。在此次
专项活动期间，执行干警主动放弃节假日
休息时间，通过“夜袭”、“端午送拘”、“周末
有约”等行动的开展，来震慑失信被执行
人，让其主动到法院来履行义务，收到了良

好的效果。截至目前，共拘传 65 人，拘留
46人，拒执罪公诉、自诉立案43件46人，结
案 32 件 33 人，其中判处 3 件 3 人，共执结
案件118件，执行到位金额560余万元。

在此次专项活动中，该院执行干警冲
锋在前，勇于担当、善于担当、精于担当，发
扬奉献精神，主动放弃节假日陪伴家人的
时间，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在执行现场，为维
护社会法制而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与热血！

(杨燕王晓阳)

本报鹤壁讯（记者李杰通讯员王洋洋）
2017年的一天，一个约60多岁的老人带着两
个幼儿来到鹤壁市鹤山区法律援助中心请求
援助，通过与老人的交谈得知，老人是鹤山区
辖区居民，儿子、儿媳于2016年年末因交通事
故死亡，留下两个年纪尚幼的子女。

据老人陈述，儿子王某驾驶登记挂靠
在安阳县某运输公司名下的重型自卸货车
（实际所有人为王某）,沿鹤壁市山城区某
交叉路口处，与李某驾驶的登记挂靠在台
前县某运输有限公司的重型自卸货车相撞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王某碰撞死亡，乘车人
王某之妻被货车碾压死亡。肇事车在天安
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投保有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第
三者责任保险。李某驾驶的重型自卸货车
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鹤壁市

分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事故经交警部门责任认定：王某负该
事故的主要责任，李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王某妻子无责任。

死者王某夫妇撇下一双儿女，由于事故
突然发生，王某父亲料理完后事后，对法律一
无所知的他带着两个幼儿到辖区法律援助中
心，申请法律援助，在审查了相关条件后，鹤
山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鹤山法律服务所承办
该案。

承办人法律服务所冯某接受指派并接受
王某父亲的委托后，认真收集相关证据材料，
代理诉讼。山城区法院做出判决。天安财产
保险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不服判决向鹤壁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鹤壁市中级法院以原审基本事实不清为
由发回重审。本案发回重审后，原审法院判

决人保公司赔偿原告款项112216.2元，该公
司服从判决，先行支付，原告王某父亲对其撤
诉。

在本案发回重审庭审中，承办人还紧
紧围绕死者王某妻子在发生事故之前是乘
车人员，发生事故时被甩出车外，瞬间被碾
压死亡是否属于本车的交强险和商业第三
者责任险中的“第三者”展开辩论，最终法
庭采信了承办人的代理意见，法院依法支
持了原告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天安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赔偿原告
574385.25元，被告台前某运输公司和李某
赔偿原告 380584.5 元，被告天安保险公司
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鹤壁市中级人民法
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

承办人立足于案件事实，谙熟法律，积极
负责，依法维护了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滑县法官永不言弃
执结七年积案

本报滑县讯（记者 朱广亚 通讯员 李国
勇）“这么多年，我们都以为要不过来了，也不抱
希望了，没想到还能拿回来，太感谢你们啦！”近
日，滑县留固镇白马墙村的15位农民工，在滑县
法院执行局高高兴兴地领取了被拖欠了近8年
的工资。至此,一起被执行人下落不明的案件,
在滑县法院执行法官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得以圆
满执结。

2009年，滑县留固镇白马墙村的15位农民
工跟随被执行人王某到其承包的工地打工。工
资尾款部分，王某一直未予结清。15个农民工
将王某起诉至法院，经调解，被告王某保证半年
内给付完毕。但法院调解书生效后，被执行人
在保证期限内并未履行。2010年1月份，农民工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立案后，给被执行人送
达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之后，被执行人却再
也没了音讯，经银行查控也没有可供执行的财
产，只能依法中止执行。

但承办案件的法官们，始终惦记着该案件
的执行。每有新的执行措施，就马上对被执行
人实施，但王某却一直没有露面。今年 6月 26
日，被执行人王某突然在法院附近出现，被敏锐
的执行法官一眼认出。执行法官果断采取措
施，将其拘传至法院。一直在外躲避的王某，终
于服软，乖乖的让其妻子将12起案件15位农民
工兄弟的血汗钱送到了法院。12件涉农民工工
资的执行案件，最终圆满执结。

执行法官李国勇说：“对于每一起执行案
子，法院都建立有台账，虽然个别案件因为执行
人长时间躲避无法在短时间内执行到位，但执
行人员会经常查控，采取应有执行措施，直到案
件执行到位为止。所以，希望绞尽脑汁在外躲
避执行的被执行人，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尽快到
法院履行到位，早日结束四处躲避的日子!”

严打拒执行为
捍卫司法权威

本报讯 年有打击季，季有打击月，月有打
击周，是河南省高院在解决执行难工作中的一
项重要任务。近期以来，鹤壁市淇滨区法院根
据省、市两级执行会议工作部署和要求，早安
排，长谋划，在“夏季雷霆”活动中打击拒执犯罪
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人难找，财产难寻，被执行人隐匿转移财
产，规避执行是长期制约执行工作的一个瓶颈，
能否在两到三年解决执行难这个目标，淇滨区
法院对此高度重视，在全院人员调配紧张的情
况下，仍抽调精兵强将，成立了6人打击拒执小
组，通过开展严厉打击拒执罪工作，以震慑失信
被执行人，切实捍卫司法的权威性。

在“夏季雷霆”活动中，拒执罪公诉、自诉立
案43件43人，结案 32件32人，其中判处3件3
人，有效的震慑了一批拒执“老赖”，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果，为重塑诚信社会添砖加瓦，让每一
个公民都感受到了司法权威的公平与正义。

(杨燕 王晓阳)

拒不履行生效判决
法院强制扣划存款

本报鹤壁讯（记者李杰通讯员张培）7月
11日，鹤壁市山城区法院执行干警直接在银
行对被执行人王某在银行存款进行了强制扣
划，案件得以执结。

2014年7月，开封市的王某驾驶机动车在
山城区某地与李某驾驶的电动车发生交通事
故，经交通部门认定，王某承担全部责任。李
某因事故造成损失5万余元，山城区法院判决
保险公司承担 46000 余元，王某承担 7000余
元。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因王某户籍所在
地和经常居住地均在外地，执行干警多次通
知王某，王某均未履行义务。执行干警通过
最高人民法院网络查控系统对其名下财产进
行了查询，发现其名下银行账户有存款，及时
通过系统对其账号进行了冻结。经再次通
知，王某仍未履行义务，7月11日，执行干警直
接在银行对其存款进行了强制扣划，案件得
以执结。

执行干警提醒被执行人：被执行人未按
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
院有权根据不同情形扣押、冻结、划拨被执行
人的财产。对待生效裁判确定的义务，切莫
心存侥幸，以为逃避执行就可不履行义务，对
于拒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依法强制执行，并
可视情况对其罚款、拘留、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购买货物拒付款
法院强制执行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杜晓
华）7月11日，被执行人李某主动找到鹤壁市
山城区法院执行干警履行了全部义务。

2010年3月至2011年6月，王某分批多次
向李某销售电子配件，李某在出库单上签字
确认，经核算，李某共应再支付王某货款6万
余元。王某多次向李某催要，李某以各种理
由拒不偿还，王某诉至山城区法院。案件进
入执行程序后，李某自作聪明不履行、不露面、
不报告，自以为可以以此逃避执行义务。

执行人员对李某的财产进行了全方位的
调查，并对其名下的银行账户依法进行了全
部冻结，还将其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对其
拒不履行义务的信息附带头像在人流量最大
的广场进行滚动播放，该举措强力压缩了李
某的工作和生活空间。李某无法使用银行
卡，对外经营的货款无法收回，更重要的是其
生意对象和周围朋友得知其失信情况，多人
不愿与其做生意。无奈之下，7月11日，李某
主动找到执行干警履行了全部义务。

法援律师一援到底 展法援精神

两地讨薪未果 一朝执行得解

淇滨区法院：“夏季雷霆”风暴显神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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