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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中级法院召开基本解决执行难暨迎接第三方评估动员会

本报讯（通讯员 李书永 刘源）8 月 17 日
下午，周口市中级法院召开全市法院基本解
决执行难暨迎接第三方评估动员会，该院党
组书记、院长李志增出席会议并讲话，该院纪
检组长孔令奎、执行局局长袁亚坚、全市各基
层法院院长、中院各部门负责人、执行局全体
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副院长刘明杰主持。

回顾总结全市法院前一阶段执行工作，
李志增讲到，全市法院执行工作从全省落后，
到全省法院专门召开视频会议推广周口法院

系统开展执行工作经验，取得了翻天覆地的
可喜变化，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全市两级法院
执行干警的众志成城、砥砺奋进。

就如何进一步做好基本解决执行难和
迎接第三方评估工作，李志增提出四点要
求：一要充分认识第三方评估的重要性，要
高度重视迎检工作。要认真学习文件精
神，举全院之力严格落实；二要健全机构，
为迎检工作提供有力组织保证。全市各基
层法院要成立相应工作领导小组，迅速形

成齐抓共管局面；迎检工作要做到材料齐
备、规范有序；三要做到工作扎实、务求实
效。要继续做好实际执结率、打击拒执犯
罪、失信黑名单录入、执行案款发放等重点
工作，通过真真切切的努力，实实在在的做
好执行工作，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四要强化监督、夯实提升。要以迎检工作
为契机，强化监督，严格责任，发现问题，及
时整改；要补短板、提实效，全面促进执行
工作再上台阶。

健全机构 强化监督 夯实提升

本报讯(通讯员 李方宏）8 月
10日上午，商水县法院执行法官李
方宏巧施“请君入瓮”计，轻易的将
一名“老赖”拘留。

8 月 10 日 9 时许，该院执行局
法官李方宏和法警张刚前往沈丘
县赵德营镇某村去找被执行人王
某功、程某生、张某英等 9 人执行
时，见到了被执行人张某英（系被
执行人程某生之妻）。李方宏问：

“程某生在家吗？”张某英说：“他不
在家。”李方宏就向张某英亮明身
份，讲明来意。张某英就向李方宏
抱怨说：“王某功他不要良心呀，我
们给他帮忙，给他担保借了银行的
款，他不还，现在法院你们过来找
俺，俺亏呀。”李方宏见状，乘势随
机对她说：“既然你这样说，那你能
不能随我们一起去把王某功（借款
人）找到？”张某英一听，说：“王某
功不在家呀，在周口哩。”李方宏
说：“只有找到王某功，您的事才能
解决。你能不能和我们一起去周
口找他？”张某英说:“可以。”说着，
张某英就和李方宏、张刚上了车。
到了周口，去了几个地方，没有找
到王某功。李方宏就对张某英说：

“找不到王某功，你今天也别回去
了。”说着，李方宏向张某英出示了
提前准备好的对张某英的拘留手
续。张某英又想抗争，却又无话可
说，只好老老实实地进了拘留所。

本报讯（通讯员 张常健）被执
行人李某因建房与申请执行人吴
某发生厮打，致使申请执行人伤情
属轻伤二级。经法院审理，淮阳县
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被
执行人李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
期徒刑 1 年零 9 个月，并赔偿申请
人各项损失15153元。

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入监服
刑，但对申请人的赔偿迟迟不到
位。今年3月，被执行人刑满释放，
申请人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经执行法官多次向被执行人
宣讲法律，被执行人却以种种理由
推诿，有钱购买各种建房设施，却
不进行赔偿，逃避执行。该院在

“夏季雷霆”行动中，依法对被执行
人李某实施拘留，拘留将近期满
时，通过执行法官苦口婆心做工
作，被执行人及其家属才意识到自
己的错误，其妻子拿着赔偿款，在
法院亲自交到申请人手中，申请人
从赔偿款中又退回 1000 元钱作为
人情，双方握手言和。

本报讯（通讯员 朱法勇）8 月
17日下午，商水县法院召开了学习
廖俊波同志动员会。会议由副院长
李金亮主持，全院干警参加了会
议。主管政治处工作的副院长朱仲
文宣读了商水县委组织部文件《深
入学习廖俊波同志先进事迹和深入
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的通知》。

会议要求全院干警增强向廖
俊波同志学习的自觉性和紧迫性，
努力营造学先进、赶先进、争先进
的浓厚氛围，进一步提振精神，转
变作风，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决胜全面小康、建设幸福
商水做出应有贡献。

本报讯（通讯员 李康 徐克宇/文图）8月14
日上午，太康县法院门前鞭炮齐鸣，信访人武
某手持一面写有“公正执法、公道人心”字样的
锦旗，向该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周新杰及立案
二庭庭长董仲勇表示感谢，并激动地说“谢谢
你们法官给我解决了大难题”。

武某因与郑某原系朋友关系，双方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经该院主持调解结案，双方在调
解结案后，又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因郑某不按
协议履行，武某再次起诉被法院驳回。因武某
对法院工作不理解，情绪激动，向立案二庭要
求申诉处理，董仲对其释法明理，并积极向主
抓信访的该院副院长周新杰汇报，制订工作方
案，通过董仲勇及承办法官多次为郑某做调解
工作，以案释法，郑某自愿向信访人武某履行

了义务，朋友之间握手言和，重归于好，这才出
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本报讯(通讯员 樊帅）近日，扶沟县法院
召开1至7月份审判质效点评暨办案标兵表彰
会。该院党组书记、院长徐林出席会议并作重
要讲话，全体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党组
副书记、副院长严建波主持。

会上，党组成员、副院长李春相对1至7月
份审判质效进行了专项点评，党组成员、副院
长翟红卫宣读了各部门问题清单，党组成员、
政治处主任赵四喜宣读了、7 月份办案标兵人
员名单及表彰决定，与会的院领导共同为办案

标兵进行颁奖。
徐林说：一是该院1至7月份各项工作开展

情况较好，成绩喜人，结案率在全省各基层法院
中排第 5名。二是成绩来之不易，务必更加珍
惜。三要全面加强执行工作。5月10日，省高
院部署“夏季雷霆”专项行动以来，各项执行工
作进展顺利，取得了不错的战果。四要抓好四
评查、业务讲评活动。每月要安排四评查业务
讲评，通过讲评发现问题积极解决，发现好经验
努力去学，使工作提高一个新层次。

本报讯(通讯员 李书永/文图）8 月 14 日上
午，周口市中级院在15楼会议室召开全市法院
七月份审判质效点评、办案标兵表彰会。会议
对七月份审判质效及执行工作进行总结讲评，
对全市法院七月份涌现出的办案标兵进行隆
重表彰。该院领导、专职审委会委员出席会
议，会议由副院长刘明杰主持。

会上，副院长温新征对全市法院七月份审判
质效进行总结点评，副院长王登喜对上网裁判文
书质量评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副院长张云周宣
读了全市法院七月份办案标兵表彰决定，执行局
局长袁亚坚对七月份执行工作进行专项点评，与

会的院领导共同为全市法院办案标兵进行颁奖。
受李志增院长委托，刘明杰就如何进一步

提升全市法院各项工作，提出四点要求：一要
持续不懈抓好审判质效。要以审判质效为根本
抓手，促进法院工作全面发展，再上新台阶；二
要继续深入推进解决执行难工作。要明确目
标，针对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加大指标落实，
采取有力举措，再掀执行工作新高潮；三要继续
抓好司法改革工作。要明确任务、加强领导、强
化责任，确保司法改革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四要
继续抓好党风廉政建设不放松。要做到常抓不
懈，警钟长鸣，推动审判执行工作继续向前。

本报讯(通讯员 黄素静）近日，
只因同名同姓，信用社因此上错客
户信息却又久拖不删除，被起诉到
商水县法院。

家住商水县A地的王毛蛋2016
年12月份在去银行办理业务时被告
知，其在某农村信用社有不良贷款
信息。王毛蛋A就去某信用社询问
情况。某信用社告知王毛蛋A：有一
个贷款客户也叫王毛蛋，住址是商
水县B地，查身份证号码，比王毛蛋
A 大 20 多岁，其于 1994 年 1 月在该
信用社贷款2.5万元至今没有偿还，
应该不是你（王毛蛋A）贷的款，出现
这种情况属于同名同姓的信息关联
错误，表示立即给王毛蛋A撤销（删
除）不良信息。可是，后来，王毛蛋A
再去银行办理业务时，该信息仍没
有删除，致使其无法办理业务。王
毛蛋 A 就去找信用社交涉，要求其
删除不良信息，但信用社总以各种
理由相推托。无奈之下，王毛蛋 A
于1月以某信用社侵犯了其合法权
益为由将某信用社起诉到该院，请
求某信用社立即撤销（删除）不良
（贷款）信息。

该院受理后，主审法官依法进行
了庭前调解。被告某信用社表示，原
告所起诉情况属实，属于同名同姓的
信息关联错误，正在给上级打报告，申
请删除王毛蛋A的不良信息，只不过
需要一定时间和程序。经过调解，被
告某信用社表示愿意在4月15日前消
除原告王毛蛋A的征信关联错误信
息，双方达成协议，此案审理终结。

本报讯（通讯员 王恒）2016 年
初，张某驾车与吴某发生交通事故，
淮阳县法院判令张某赔偿吴某10万
元，判决生效后张某并未履行判决
义务。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因被
执行人张某在广东经营生意，并且
无法查询到张某的踪迹，此案一度
陷入僵局。申请执行人吴某因后期
治疗费用数额巨大，造成其生活状
况十分贫困，申请人吴某多次到法
院求助。被申请执行人下落不明，
多次执行未果，无财产可供执行，案
件不得不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夏季雷霆活动中，承办法官对案
件进行排查时，想到试着在审判系统
中查找被执行人张某的信息，竟然搜
索到张某涉诉的数个借款合同案
件。更让法官惊讶的是，张某诉其妻
刘某离婚纠纷一案正在审理阶段。
随即，执行法官与办理张某离婚案的
审判法官取得联系，并证实原告张某
就是被执行人张某，两位法官相互结
合，及时做出相互配合的方案。

8月17日11时许，庭审刚结束，
尚未走出法庭的吴某就被早已蹲守
多时的执行法官依法拘传，张某承
认自己一年多来躲避执行的行为错
误性，当天就履行了判决义务，希望
能与取得申请人吴某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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