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晨西 张忠
臣）近日，太康县法院审结了被告人
赵某犯拒不执行判决罪一案，依法
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

宋某诉赵某排除妨碍纠纷一案
中，太康县法院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
作出（2012）太民初字第 676 号民事
判决书。2014 年 6 月 12 日，周口市
中级法院作出（2014）周民终第 540
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判决生
效后，被告赵某未按照判决确定的
义务履行。宋某遂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2014 年 12 月 17 日，太康县法
院在依法开展执行工作的过程中，
被执行人赵某及家人阻挠执行，致
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因涉嫌拒不
执行判决罪，赵某于 2017 年 2 月 23
日被太康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太康
县检察院批准逮捕。

太康县法院经审理认为，被执
行人赵某在执行过程中阻碍执行，
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
判决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法院予以支持。被告人赵某当庭自
愿认罪，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法院
遂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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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 创新模式 力破执行难
本报周口讯（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王晨

西）今年以来，太康县法院在省市法院的指导
下，以网控系统为平台，打击拒执犯罪为抓手，
通过开展“春雷行动”“夏季雷霆”等专项执行
活动，加大执行力度，强力破解执行难，广大执
行干警放弃节假日，加班加点工作，对失信被
执行人早上堵被窝、中午堵饭桌、晚上堵酒桌，
全面压缩其生存空间，迫使其履行法律义务，
形成震慑效应，执行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党组高度重视，优先保证执行工作的需
要。为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该院党组经
研究，决定成立太康县法院“夏季雷霆”专项
执行活动领导小组，以院长张建援为组长，执
行局各庭室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
设在综合科，负责专项行动的具体工作。该
院将新招录的12名司法辅助人员充实到执行
局，并为执行局配备执法警务车辆 4台，执法
记录仪人手一部，建设了功能完善的单兵设
备和执行指挥中心，对执行经费实报实销，全
力保障执行工作顺利开展。

学深学透司法解释，严惩拒执犯罪。以
前，在执行工作中曾出现过被执行人自带被
褥主动要求执行法官对其司法拘留的怪现
象，采取司法拘留措施后，80%的被执行人仍
拒不履行生效裁判确定的义务，达不到强制
执行的真正效果。该院与公安、检察机关发
出联合公告，联合执法，加大打击拒执犯罪的
力度，被执行人履行率达 90%。对于剩余案
件依法启动刑事程序后，大部分已履行完毕，
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加大宣传力度，形成震慑力。该院利用
流动宣传车，电视台，法院官方网站、微博微
信，县城广场大屏幕等宣传平台，以及各类社
会媒体，宣传执行法律法规、发布执行动态和
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扩大打击拒执犯罪的
社会知晓率。

依靠执行大数据系统，提升工作效率。
该院利用全国法院流程管理系统，在各重要
节点均由指挥中心专人负责，利用网络查控
系统和执行联动机制，通过悬赏公告、匿名举
报等形式，及时查找可供执行的财产，对查找
到的被执行人财产依法实行司法网拍，同时，
严格按照周口市法院提出的“三到位、六必
做”工作举措，做到每案必查，运用黑名单、限
高令、大头贴等执行措施，全面挤压被执行人
的生存空间，彰显司法的公正、威严。

创新工作模式，提升实际执结率。为破
解执行难，解决执行和审判“两张皮”的问题，
该院率先成立了打击拒执犯罪合议庭，抽调
执行人员和刑庭人员共同组成，专职办理拒
执犯罪案件。该合议庭成员分工负责与本部
门的沟通协调、对拒执案件的审查把关以及
对拒执案件的具体办理，保证了案件办理的
及时性和裁判的公平公正，充分运用刑罚手
段提高案件的实际执结率。

以各类集中执行活动为契机，屡掀执行
高潮。特别是此次“夏季雷霆”专项执行活动
以来，该院迅速贯彻落实，并与公安局、检察
院沟通协调，县公安局安排经侦大队的几名
侦查人员组成工作组，专门配合法院对移送
的拒执犯罪案件开展侦查工作；检察院批捕、
起诉部门对拒执犯罪案件大开绿灯，做到快
捕快诉，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打击拒执犯罪合
力。同时，该院注重打击拒执犯罪自诉手段
的运用，执行、立案、审理等部门高度配合，掀
起了“夏日雷霆”行动的新高潮。

7月30日上午，太康县法院举办“夏季雷
霆”专项执行活动执行款集中发放仪式，共为
17名申请人发放执行款82.36万元，有力维护
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通讯员李康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张勇 李康/文
图）7 月 25 日上午，太康县法院党组
书记、院长张建援担任审判长，开庭
审理了两起拒执刑事案件，并当庭宣
判，被告人夏某因犯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被告人胡某因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在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法
院作出民事判决，判令被告人夏某
返还原告欠款 15 万余元。夏某在
案件执行期间拒绝向法院报告财
产，并将银行卡内的资金转移，拒不
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在被公安机
关以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
刑事拘留后，夏某主动履行了还款义
务，认罪悔罪。

在一起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纠纷案件中，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判
令被告人胡某赔偿受害人损失 35 万
余元。胡某在案件执行期间，擅自将

其银行卡内的资金转移，令生效判决
无法执行。在被公安机关以涉嫌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刑事拘留
后，胡某主动和申请人达成了和解协
议并履行完毕。

鉴于两起案件案情简单，并且被
告人均自愿认罪，审判长把庭审的重
点放在了引导被告人从思想深处认
识错误和扩大案件警示效果方面。
在发问环节，审判长向被告人问了三
个问题，一是当初借别人钱的时候是
否心存感激，二是有钱的时候为什么
不还，三是今后还会不会犯同样的错
误。被告人夏某、胡某在最后陈述阶
段均表示，以后绝不会再碰触法律底
线，愿意为自己的过错担责。

在案件庭审中，坐在旁听席上的
除了有被告人的家属，还有该院在

“夏季雷霆”专项执行活动中抓获的
11名其他案件的被执行人，庭审取得
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院长审理拒执案 11名“老赖”旁听

本报讯（通 讯 员 李康/文
图）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夏季
雷霆”专项执行活动的成果，7
月 25 日，太康县法院再次开展

“夏季雷霆”集中执行专项活
动，升级执行手段，加大执行力
度，彻底执行每一起案件，切实
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此次“夏季雷霆”集中执行
专项活动由该院党组成员、执
行局局长李卫东坐镇指挥中
心，执行局副局长李振宁任前
线指挥，共组织 28 名执行干警
参加，出动警车 6 台，并有媒体
记者见证执行过程。

活动当天，执行干警经过
不懈努力，共拘传“老赖”11 人，

并组织这 11 名“老赖”在审判庭
内旁听了两起拒执刑事案件的
庭审。庭审后，担任审判长的该
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建援以案释
法，通过对案件当庭宣判，让 11
名“老赖”受到教育，让群众看到
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的信心和
决心。

据悉，自“夏季雷霆”专项
执行活动开展以来，该院共执
结 案 件 468 件 ，执 结 案 件 款
1404.2 万元，以涉嫌拒执犯罪立
案 68 件，判决 11 件，在取得较
好打击效果的同时，也起到了
良好的社会宣传效果，为下一
步基本解决执行难打下了坚实
基础。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晨西 张忠臣）
太康县某村村民李某将儿子小李出
车祸所得的赔偿款据为己有，拒绝给
付儿媳张某及孙女小玲相应的份
额。经太康县法院和周口市中级法
院两级法院审理后，李某仍未按生效
判决履行义务，致使张某生活困难，
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于是，张某
依法提起刑事自诉。后因被告人李
某按照和解协议履行了相关义务，近
日，太康县法院经审理，依法以拒不
执行判决罪判处李某罚金 1000元。

2013 年 6 月 23 日，太康县法院在
张某诉李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中，作
出（2013）太民初字第 422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被告李某、冯某于判决生
效之日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张某 10 万
元，支付给小玲 224698.38 元，小玲应
得钱款应由其母张某代为保管，两款
共计324698.38元。被告李某、冯某不
服该判决，上诉至周口市中级法院。
2013年10月28日，周口市中级法院作
出（2013）周民终字第108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判
决生效后，被告李某、冯某未按生效
判决履行义务，张某于 2013年 12月 2
日向太康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年
12 月 2 日，太康县法院作出（2013）太
法执字第 464 号立案审批表，并于同
年12月12日向李某、冯某送达执行通
知书，责令二人于 2013 年 12 月 16 日
前按照生效判决书履行全部义务，但
李某、冯某两人一直未履行。2014年
1 月 21 日，执行法官依法将被执行人
李某司法拘留 15 日。其间，李某明
确表示不愿意履行义务。之后，张某
依法提起刑事自诉，李某与张某达成
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法院遂作出
上述判决。

霸占赔偿款不给
构成犯罪获刑罚

阻挠执行
被判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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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雷霆”再出击 掀起执行新高潮

集合完毕集合完毕，，准备出发准备出发

太康县法院执行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