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樊
帅）近日，扶沟县法院执行法官立足
化解矛盾这一角度，温情执结了一
起侵权纠纷案件，被执行人杜某、陈
某最终心服口服地将其长 17 米、高
2 米的侵权围墙全部拆除。

申请人范某与被执行人杜某、陈
某均系扶沟县城郊乡某村村民，双方
的宅基地东西相邻，两家曾因琐事发
生过纠纷。2016年10月，范某为翻建
新房，将宅基地上的老房拆除，杜某、
陈某趁机在与范某相邻的宅基地上
建起了一堵长 17 米、高 2 米的围墙。
2017年2月，范某诉至扶沟县法院，该
院经审理，判决被告杜某、陈某将侵
权围墙拆除。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
向被执行人杜某、陈某发出了执行通
知书，但两人的态度极其蛮横，拒不
拆除侵权围墙，并扬言：“若法院强制
拆除，我们不但要继续垒起来，还要
与申请人拼命。”申请人范某也给执
行法官发送短信称：“如果杜某、陈某
与我拼命，我就砍死他们，这都是被
他们逼的……”

经过分析研判，执行法官认为，
该案中双方当事人的矛盾已到了白
热化程度，若强制执行，半个小时就
可将侵权围墙拆除，案件顺利执行，
但案件执结后的隐患可能比未执行
时还要大，极有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刑
事案件。执行法官认真分析了案件
的矛盾成因、争议焦点、当事人状况
等因素，决定把妥善化解双方矛盾作
为该案执行方案的首选，于是，执行
法官就采取了积极主动、多管齐下的
方式开展工作。

执行法官经调查发现，被执行人
杜某是当地的一名农机手，家中有两
台大型收割机，但其性格内向，不善
与邻居交流。申请人范某家中的一
棵杨树的树冠长到了杜某和陈某的
家中，影响了其收割机的停放，杜某
与范某因此发生多次纠纷，村委会
及人民调解委员会经过多次调解未
果，双方由此结怨。

了解这一情况后，执行法官首先
向被执行人讲清拒不履行法院生效
判决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又让其看到
主动履行后能够化解双方矛盾、解决
实际问题的美好前景；其次，做好申
请人的工作，让其换位思考，体量被
执行人的实际困难，先伐掉长在被
执行人家中的树冠，看看被执行人
会有什么反应；再次，通过深入周边
群众进行调查，找准双方当事人矛盾
的症结，对症下药，化解纠纷；最后，
借助村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该村
有威望的长者及双方的亲戚朋友做
工作，感化双方当事人。

看到申请人主动伐掉了长到家
中的杨树树冠后，被执行人杜某、陈
某也主动拆除了用来赌气的围墙，在
村中长者的见证下，两家人重归于
好。执行法官通过温情执行，维护了
当事人的权益，化解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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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打响““秋日飓风秋日飓风””第一枪第一枪
扶沟县法院执行再吹集结号

本报周口讯（记者 程玉成 通讯员 樊
帅/文图）“夏季雷霆”硝烟未散，“秋日飓风”
强势来袭，打击“老赖”只有进行时，没有完
成时。8 月 16 日凌晨 5 时，扶沟县法院执
行局干警再次集结，共出动 6 辆警车、25 名
干警，分成 3 个执行小组前往多个失信被
执行人住处开展集中执行，正式打响了“秋
日飓风”专项执行行动第一枪。据悉，此次
专项执行行动除对前期掌握的“老赖”线索
进行排查外，还侧重于打击涉金融类、企业

类“老赖”。
为确保此次集中执行活动取得成效，

扶沟县法院全面部署，制订了行动方案，并
明确了具体分工。执行过程中，该院特别
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申请人全程参与
并现场监督，见证执行。该院对拘传的被执
行人，因人施策，逐一攻坚，酌情给予被执行
人一定的缓冲期，最大限度地实现申请人的
权益，执行过程中秩序井然。

截至当日 12 时，“秋日飓风”专项执行

行动共控制长期躲避执行、规避执行的失信
被执行人 13 人，拘留 8 人，扣押被执行人车
辆一部，有效打击了“老赖”的嚣张气焰，树
立了司法权威。

据了解，接下来，该院将延续在“夏季
雷霆”专项执行行动中建立的每周集中执
行惯例，将“秋日飓风”集中执行常态化，
重点针对长期逃避执行的被执行人，用足
用活执行措施，全力挤压“老赖”的生存空
间。

本报讯（通讯员 樊帅）“夏”去“秋”又
来，继“夏季雷霆”专项执行行动之后，扶沟
县法院积极开展“秋日飓风”专项执行行
动，利用 3 天时间再次集中人员、集中车
辆，抓捕了一批对抗司法的“老赖”，执结了
一批典型案件。

3天的集中执行活动由该院党组成员、
执行局局长杨兵权带队，共出动干警 54人，
出动警车46车次，拘传“老赖”26名，拘留19
人，执结案件 21 件，和解案件 17 件，执结标
的额86万余元。

“秋日飓风”专项执行行动首战来到了该
县柴岗乡一大型养猪场附近。在张某诉李某
欠款纠纷一案中，法院判决李某偿还张某饲
料款4.68万元。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李某
拒不还款，对法院的传唤不闻不问，执行干警
决定拘传李某。李某平时住在他的养猪场
内，该养猪场占地10余亩，院里构造复杂，有
圈舍一百多间，杂物堆积，臭气熏天，院墙四
周除大门口外，全部都是一人多高的玉米，极
易藏身。李某的养猪场里还养有几只藏獒，
一有响动，犬吠声就会引起李某的警觉。

在历次集中执行中，李某都凭借复杂的
地形躲过了抓捕。执行干警总结经验和教
训，在此次行动中仔细侦查、周密部署，将警
车停在距养猪场 500米远处，几名干警步行
到养猪场附近，先把养猪场的四周围住，并
布控好机动人员，随时支援，然后，6名干警
进入院内，一间一间地搜查，不放过任何角
落。李某看到院里不能藏身，便准备从院墙
翻出，没想到他刚一现身，就被在附近守候
的执行干警抓获。李某被抓后，仍然态度恶
劣，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最终被
处以司法拘留十五日，罚款1万元。

该院“秋日飓风”专项执行行动首战告捷，
打出了气势、打出了声威，提高了司法公信力。

“秋日飓风”显神威
“老赖”无处可遁形

“老赖”上演假离婚逃避执行终受罚

低价变卖财产抗拒执行最终还款又获刑

本报讯（通讯员 樊帅/文图）当前农村
地区民间借贷案件呈高发趋势，且标的额
较大，同一被告向附近村民借款后，经常出
现久拖不还的现象，从而引发不稳定因
素。近日，扶沟县法院一天执行了 25 个此
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郝某等 25 人分别住在扶沟县某镇的三
个行政村，他们的年龄均在70岁以上。受高
利息的诱惑，这25名老人不顾风险，将平时省
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闲钱投入到某咨询公司。
后该公司的资金链断裂，无力向老人们返还
本金及利息，25名老人共同向扶沟县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某咨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卢某
返还欠款。

被告卢某为某信用社职工，在当地很有
名气，他搞了多年实业，前几年开办了某咨
询公司，长期向附近村民吸收存款。与村
民发生纠纷后，卢某称借贷款是公司的行
为，不是其个人行为，他本人不是该案的适
格被告，不应承担还款义务。

扶沟县法院审理后认为，卢某是该案的
适格被告，分别判决被告卢某返还 25 名原
告各自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案件进入执行
程序后，该院认为 25 个案件为同一被告，
决定对 25 个案件合并执行，并派出执行骨
干全力攻坚。经调查，卢某对外有 20 多万
元的债权，4 处房产抵押在银行，法院要先
将这些财产执行到位后，25名老人才能分到
钱款。25名申请人心急如焚，认为卢某是有
钱不还，如果法院不能快速执行，他们还会
上访。

面对这一情况，执行干警做出两手准
备，一方面苦口婆心地劝说卢某，让他认
识到其面对的 25 名申请人全是农民，且
都在 70 岁以上，没有任何借口不还钱；另
一方面报请院领导批准，被执行人如拒不
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就对其采取司法拘
留，并追究其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的刑事责
任。

历经一番艰难的较量，25 名老人终于

与被执行人卢某达成分批履行的和解协
议，卢某自愿于 2017 年 8 月 18 日前履行案
件执行款 30 万元，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前
履行 20 万元，于 2018 年 4 月 30 日前履行完
毕所有欠款。

当25名古稀老人领到首批履行到位的30
万元时，个个喜笑颜开，不断感谢法院给他们
撑腰，帮他们要回了血汗钱、养老钱。

温情执行架起“连心桥”
多方努力拆除“赌气墙”

七旬老人要账难 法官悉心促执行

执行干警在执行路上执行干警在执行路上

战前动员

本报讯（通讯员 樊帅）被执行人聂某
挖空心思，与妻子合谋上演了一出“离婚
不离家”的假离婚闹剧，企图通过离婚将
其名下的车子及存款转移至妻子名下，致
使法院生效判决无法履行。殊不知，这种
行为已涉嫌犯罪，不仅赔偿赖不掉，而且
还可能受到法律的严惩。

2014 年 6 月，聂某因做生意急需用
钱，向原告借款 6 万元，约定利息为一年
8520 元，并出具有借据。借款到期后，原
告多次要求聂某归还借款，聂某均以无
钱为由拒绝归还。无奈，原告诉至扶沟
县法院，法院经审理判决聂某偿还原告
借款 6 万元及利息。该案进入执行程序
后，聂某不但不履行判决确定的赔偿义
务，反而寻思着怎样钻法律的漏洞，赖掉

这笔借款，对抗执行。
于是，聂某和妻子到民政部门办理

了离婚手续，约定所有存款全部归妻子
所有，并将名下的一辆吉利汽车转让给
妻子，企图以此逃避执行。但聂某离
婚不离家，天天和妻子吃住在一起并
仍在使用吉利汽车。此外，聂某还经
常在县城的洗浴中心打麻将赌博，赌
资从 20 元到 100 元不等。

扶沟县法院执行局干警经过深入
调查，发现这一情况后，认为聂某的行
为已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8 月
21日，该院再次传唤聂某，向其下达最
后通牒，但聂某仍执迷不悟，坚称无
力执行，该院决定对聂某处以司法拘
留，并将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本报讯（通讯员 樊帅）“我认罪，这
都是我平时不学法、不懂法造成的后果，
希望法庭从轻处理，给我改过自新的机
会。”庭审中，被告人范某真诚悔过，自
愿认罪。近日，扶沟县法院当庭宣判了
一起拒执刑事案件，被告人范某构成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依法判处有期
徒刑八个月。

今年 5 月，扶沟县法院判决范某偿
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公司扶沟县支
行借款本金 15 万元及利息。案件进入执
行程序后，法院向范某送达了执行通知
书，限范某于 7 日内履行判决书确定的还
款义务，但 7 日期满后范某仍不履行。为
督促范某履行还款义务，该院依法查封了
范某饲养的育肥猪20头。为逃避债务、抗
拒执行，范某将已被查封的20头育肥猪私
自低价变卖给外地客商，致使法院无法继
续执行生效判决。

基于上述事实，扶沟县法院决定将此

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追究被
执行人范某的刑事责任。扶沟县公
安局以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对范某刑事拘留，后移送检察院审查
起诉。

近日，扶沟县检察院向扶沟县法
院提起公诉，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了此案。庭审中，范某才如梦初醒，认
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当庭让其亲属代
为履行了执行款，并取得了申请人的谅
解。虽然范某履行了全部还款义务，但
其先前的行为已经涉嫌触犯刑律，构
成犯罪。

扶沟县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范
某对法院的生效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
不执行，情节严重，已构成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鉴于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
认罪态度好，且履行了还款义务，故可对
其从轻处罚。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
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