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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手指挥 大兵团作战

今年 4 月底到任的内黄县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王海军多次主持党组会议，进行专
题研究，形成了“院长指挥、副院长带队”的
执行模式，王海军任总指挥，领导制订执行
方案，战前动员，战中坐镇指挥，协调解决遇
到的困难和突发问题。每名副院长各带领一
个执行小组，深入全县 18个乡镇、街道，入户
查找控制拒执“老赖”。根据内黄县地理位置
特点和被执行人分布情况，该院还确立了“大
兵团作战，分组分区域执行”的思路，抽调审
判、综合部门年富力强的干警，与执行局干警
组成近百人的执行队伍，划定数个作战区域，
执行队伍分成若干小组，于集中执行当日凌
晨4时，按照划定区域开展执行工作，近30辆
警车同时出动，分赴各个“战场”。活动开展
以来，各执行小组深入全县 18个乡镇、街道，
300多个村庄，入户查找了共计 365名被执行
人，声势浩大，令“老赖”们闻风丧胆。

●雷霆阵阵“老赖”胆寒

夏日炎炎，执行如火。“夏季雷霆”专项执
行强有力地震慑了拒执“老赖”，极大地打击
了拒执“老赖”的嚣张气焰，长期躲避执行、抗
拒执行的“老赖”这回真的怕了。活动开展以
来，前来主动履行的人越来越多，共计有 172
名被执行人主动到内黄县法院履行义务。

家住内黄县县城的晁某某向高某借款 6
万元做生意，到期后以各种理由推托不还，
高某遂提起诉讼。判决生效后，内黄县法院
立案执行，但晁某某躲了起来。6 月 9 日，内
黄县法院开展了第三次集中执行活动。当
天上午 10 时许，第一执行组正在距内黄县
县城 10 余公里的东庄镇执行，高某打来电
话称发现了晁某某的踪迹，执行干警迅速向
县城赶去。途中，执行干警接到了指挥中心
传来的消息，晁某某听说法院正在开展“夏
季雷霆”活动，慑于法律的威严，主动来到法
院，要求履行义务。当天，晁某某将借款本
金及利息共计 7万余元交到了法院。

住在马上乡的刘某因拒不执行法院判决，
内黄县法院决定对其司法拘留。6月16日，当

执行干警赶到刘某家中时，其妻子称刘某去法
院交钱了。执行干警马上核实，刘某果然已到
法院，怀揣8000元现金，要求履行义务。

●“以打促执”重拳治“老赖”

2017 年 6 月 8 日，省高院党组书记、院长
张立勇到登封、新密调研法院执行工作时指
出，要认识解决执行难的重大意义，继续坚
持“以打促执”的经验，持续加大对拒执犯罪
的打击力度，在全社会营造重拳出击治“老
赖”的凌厉声势，打出河南法院的声威。

内黄县石盘屯乡的田某在内黄县某公
司打工期间，左手被机器轧伤。因赔偿事宜
没有解决，田某向法院提起诉讼。2015 年
底，内黄县法院依法判决该公司股东张某、
李某赔偿田某损失共计 29 万余元。法院立
案执行后，张某、李某拒不执行。6 月 15 日，
内黄县法院在“夏季雷霆”集中执行活动中，
一举将张某、李某抓获，予以司法拘留。拘
留期间，张某、李某仍然坚称没有财产可供执
行。内黄县法院执行局经调查发现，张某、李
某在县城买了房子，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且向法院虚假报告财产，受害人田某依法向
内黄县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内黄县法院予以
立案审理，并对张某、李某依法逮捕。再不执
行就要面临牢狱之灾，在强大的压力下，张
某、李某终于履行了偿还义务。内黄县法院
遂以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分别从轻判处张
某、李某拘役 2个月、缓刑 2个月。

2016 年以来，尤其是在“夏季雷霆”专项
执行活动期间，内黄县法院针对有能力执行
而拒不执行的当事人，坚持“要么履行义务，
要么蹲监坐牢”的做法，重拳出击，绝不手
软，使一批骨头案、钉子案得以执结，有力促
进了执行工作的开展。据该院统计，拒执被
执行人被司法拘留后，约有 60%以上的当事
人能够履行义务，刑事立案后，又有 30%以
上的当事人能够履行义务。

●聚焦民生不容权益“留白条”

被执行人心存侥幸心理，拒不执行法院
判决裁定，是导致执行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如
果生效的判决书得不到兑现，法院判决书就

成了当事人兑现合法权益的“白条”。
特别是农民工维权案件、涉农案件、涉老

年人案件，当事人多是弱势群众，而他们的诉
求往往与其生活息息相关，更需要得到法律
的帮助。内黄县法院在“夏季雷霆”集中执行
活动中，聚焦民生，高效执行，有力保护了弱
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坚决杜绝权益“白条”。

2015 年，内黄县楚旺镇的宛某等 24 名
村民前往内蒙古，在北京某建设集团公司承
建的鄂尔多斯市某新能源公司项目工地打
工。年底完工后，两家公司却拒不支付农民
工工资。2016 年，宛某等 24 人向内黄县法
院提起诉讼，讨要血汗钱。2016 年 10 月，内
黄县法院依法判决两个公司支付 24 名农民
工工资共计 60 余万元。此案于 2017 年 2 月
进入执行程序后，内黄县法院依法向被执行
人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但两家公
司无动于衷。内黄县法院遂将其纳入失信
名单，并多次到两家公司的所在地调查可供
执行的财产，冻结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做
被执行人的工作。5 月底，该院派出两名执
行法官赴北京做工作，终于将 60 余万元案
件款及迟延履行利息全部执行到位。

在发放案件款时，宛某等人激动地说：
“真没想到，不仅拿回了我们的血汗钱，还拿
到了迟延履行利息，咱内黄法院的法官真是
我们的大恩人！”

●可歌可泣 无私奉献勇担当

众所周知，法院执行工作是个“苦差事”，
执行干警常年奔波在外，饮食、休息没有规
律，加班到凌晨更是家常便饭。然而，内黄县
法院的执行干警却个个都是“硬汉子”，他们
早出晚归、不怕吃苦，坚持轻伤不下火线。

盛夏酷暑的 7 月，内黄县法院执行局副
局长王书民带领执行干警冒着高温，长途奔
袭千余公里，在天津市的一家小餐馆内将长
期在外躲避执行的被执行人刘某成功抓
获。一路上，执行干警们马不停蹄，渴了喝
瓶矿泉水，饿了买几个烧饼充饥，当天就将
刘某押回内黄县法院。

内黄县法院执行局副局长、执行一庭庭长
宋飞刚接触执行工作不久，身材偏瘦的他看起
来弱不禁风，却是一心扑在工作上。“夏季雷

霆”专项执行活动开展期间，他的孩子生病，需
要到郑州市住院手术，但为了不影响全庭集中
执行工作，孩子手术刚一做完，他就马上赶回
了院里，参与到执行工作当中。他也用自己
的行动赢得了当事人的好评，不到一年时间，
他的办公室里就挂满了当事人送来的锦旗。

●宣传先行 营造诚信氛围

执行宣传工作是法院推进执行公开、建
设阳光司法的重要内容，是增强法院公信的
重要举措，同时也是解决执行难的关键环
节。内黄县法院高度重视执行宣传工作，并
结合实际，加强新闻宣传，形成执行工作宣
传常态化机制，争取社会各界对法院执行工
作的理解和支持。

该院在“夏季雷霆”专项执行活动开展
期间，积极主动地与当地宣传部门联系，依
托报纸、电视、广播进行不间断式宣传；在繁
华街道悬挂打击拒执的宣传条幅，在街道、
广场设立宣传版面，出动宣传车进行流动宣
传、曝光“老赖”，整合宣传力量，进一步强化
对“老赖”的曝光力度，形成铺天盖地的宣传
态势；多次召开了“夏季雷霆”执行行动新闻
发布会，向全社会和新闻媒体公布打击成
果，鼓舞士气。邀请河南日报、河南电视台、
河南法制报等主流媒体全力报道该院“夏季
雷霆”活动开展情况，产生了良好的宣传效
果，形成了全社会支持执行、理解执行、积极
协助执行、帮助执行的良好氛围。该院还与
县拘留所共同举办法制教育学习班，对拘留
的被执行人集中开展法制教育，讲解拒不执
行的法律后果，用典型案例教育被执行人要
诚信做人，遵纪守法，主动履行义务。

王海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内黄县
法院全体执行干警锐意进取，在“夏季雷霆”专
项执行活动中表现出了敢于担当的精神，虽然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基本解决执行难”任
务艰巨，使命光荣，不容丝毫懈怠。在下一步
工作中，内黄县法院将继续发力，狠狠打击拒
执“老赖”，让那些拒不执行的被执行人受到应
有的处罚，付出应有的代价。内黄县法院全体
干警将发扬不怕吃苦、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
团结一致，奋力拼搏，克难攻坚，维护司法权
威，坚决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

▲执行“兵团”整装待发

2017 年 8 月 3 日下午，新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保险）与中国再
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再集
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新华保险大厦举
行。这是双方贯彻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
的重要举措。

中央汇金证券及保险机构管理部副主任
胡冬辉，新华保险董事长兼 CEO 万峰，中再
集团董事长袁临江共同出席签约仪式。新华
保险副总裁黎宗剑与中再集团常务副总裁和
春雷代表双方签约。新华保险副总裁李源、
龚兴峰出席，李源主持签约仪式。

万峰在致辞中指出，新华保险和中再集
团战略合作意义重大。作为中国保险业的领
军企业，两家公司分别在各自领域取得了非
凡的成就。两家公司主业互补，其他模块具
备协同发展的潜质，可谓天然的战略合作伙

伴。不仅如此，新华保险和中再集团合作历
史源远流长，成果丰硕。

为更好地强化社会风险管理能力、提升
社会风险保障水平，新华保险、中再集团响应
中央部署，一致同意建立更加紧密的、面向
未来的战略合作关系。本次战略合作按照

“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进
一步加强在保险、再保险、资产管理、风险管
理、产品创新、数据共享等领域的互动交流，
实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战略合作。

袁临江在致辞中指出，中再集团与新华保
险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是双方多年合作关系的
延续和深化，也是双方贯彻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精神的共同选择。新华保险作为国内领先的
寿险公司，坚持战略转型，坚持稳健发展,在
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竞
争优势。中再集团与新华保险将以签订此战略

合作协议为契机，推
动双方合作迈上新
台阶，努力成为企业
合作的典范，共同为
保险行业回归本原、
坚守保障主业、服务
国家经济发展，作出
自己的贡献。

新华保险目前已发展成为年度保费过千
亿元，总资产近 7000 亿元，拥有 1700 多家分
支机构的全国性大型寿险企业，并连续多年
入围世界五百强，在国内保险业中名列前茅，
拥有资产管理、养老保险、养老服务、健康管
理和电子商务等多家子公司。

作为再保险保费规模亚洲最大的再保险
集团，中再集团连续 6年保持贝氏优秀评级，
品牌实力强大，主渠道地位稳固，拥有涵盖再

保险、直接保险、资产管理、保险经纪在内的
完整保险产业链，业务持续发展能力强大、盈
利稳健增长能力突出。

中再集团总精算师兼中再寿险总经理田
美攀、董事会秘书朱晓云，中国大地保险副总
经理肖学通，中再集团战略客户部总经理兼
中再资产副总经理李巍，中再寿险副总经理
田丰，华泰保险经纪副总经理崔寄语等出席
签约仪式。 （郭跃华/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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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霆阵阵 战果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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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在2017年年底前实现“基本解决执行
难”的奋斗目标，内黄县法院按照省高院、安阳市
中院统一安排部署，自5月10日起，举全院之力开
展“夏季雷霆”专项执行活动，狠抓执法办案第一
要务，强力推进执行工作。

截至7月31日，内黄县法院共计开展6次集中
执行活动，控制拒执被执行人共计201人，其中司
法拘留108人，对182名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

被执行人以拒执罪立案，其中判处15件15人，立
案后履行完毕撤诉167件167人。活动期间，共计
实际执结案件329 件，到位执行案款1788.3552 万
元，发放1788.3552万元。

“夏季雷霆”专项执行活动彰显了内黄县法院“基
本解决执行难”的决心和信心，打出了人民法院执行干
警的新形象，树立了司法权威，震慑了拒执“老赖”，产
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受到当地群众的认可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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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

新华保险与中再集团携手战略合作

——内黄县法院“夏季雷霆”专项执行活动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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