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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结信访案 锦旗表感谢

本报讯 近日，安阳市文峰区法院执行局
收到一名当事人送来的锦旗。该当事人申请
执行某公司民间借贷案件，因对方无可执行
财产而多次信访。执行干警多方努力协调，
终于让被执行人履行了还款义务。

（李伟魏凡琦）

父亲不还钱当“老赖”女儿懂法促履行

本报讯“我是来还钱的，这两天远在北
京上学的女儿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打，说
我再不还钱就涉嫌犯罪了。我又不懂法，以
前老是以为执行法官是吓唬我的，是闺女给
我上了一堂法律课！”来自正阳县兰青乡某村
的王某笑着跟执行干警说。2015年，王某向
同村的李某借款2.5万元用于养殖，结果年底
赔了本。李某多次催要，王某以无钱为由拒
不还款。2016 年 10 月，李某诉至正阳县法
院，判决生效后，王某声称自己一分钱也拿不
出来。李某无奈，于 2017年 4月申请强制执
行。在法院执行过程中，王某一直拒不配合，
后执行干警向王某讲明其行为已构成犯罪，
但王某认为是执行干警为促执行吓唬人的。
正阳县法院执行局通过调查得知王某完全有
能力履行，准备对王某的拒执行为进行严厉
打击。正阳县法院在立案之前对王某进行告
知，王某向其女儿提及此事，于是出现了文章
开头的一幕。 （徐翔 王豪娟）

“火眼金睛”识破“老赖”

本报讯 近日，安阳市文峰区法院执行干
警传唤被执行人时，发现其家中门开着，屋里
却没有人。正巧这时一女子从门口经过，干
警上前询问，没想到该女子却神色慌张，试图
开溜。执行干警发觉异常，经比对照片后确
定其“老赖”身份并将其带回。

（李伟 魏凡琦）

南乐县检察院召开检察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8月21日上午，南乐县检察院召
开检察工作推进会。会议传达贯彻了省、市
检察长座谈会精神，学习了省检察院检察长
蔡宁和市检察院检察长石朗贵的讲话精神，
并总结上半年工作经验，查找存在问题和工
作短板，制定下一步工作规划。

（闫伟东）

加大力度 打击拒执犯罪

本报讯 为敦促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安阳市文峰区法院加
大对拒执犯罪的打击力度。李某诉宏某、金
某民间借贷纠纷中，该院以金某犯拒执罪判
处其拘役3个月，缓刑3个月。（李伟 魏凡琦）

邻里相让“六尺巷”法官调解促执行

本报讯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而闫某
和苏某这对邻居，却因门前几棵树闹上法
庭。8月18日，经过执行干警耐心调解，双方
最终达成和解。原告闫某诉被告苏某相邻关
系纠纷一案，经平舆县法院依法开庭审理后
判决，苏某于判决生效后停止侵害，排除妨
碍。判决生效后，苏某拒不履行，闫某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该案进入执行阶段后，执行
干警多次上门劝导苏某，但其置若罔闻，拒不
排除妨碍。8月 18日上午，执行干警在对苏
某进行强制执行时，遭到苏某的阻挠。由于
天气炎热，苏某又年事已高，执行干警只好先
安抚其情绪，同时以“六尺巷”的典故耐心地
对苏某讲解邻里之间互相礼让的重要性。最
终在执行干警和苏某家人的共同劝导下，苏
某同意清除门前障碍，不再阻碍闫某通行。
闫某和苏某两家重归于好，案件得以顺利执
结。 （李凯刘航航）

建立案后跟踪回访制度 确保办案效果

本报讯 2016年以来，新野县检察院在办
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中注重建立跟踪回访
制度，做到“三访”：针对有被害人的案件进行
沟通回访，侧重化解社会矛盾；对不符合变更
强制措施条件的在押人员进行说法回访，避
免他们因为不懂法而影响学习改造；对变更

强制措施人员进行跟踪回访，确保办案效
果。 （江国华 郭晓）

多措并举确保辖区治安大局平稳

本报讯 洛阳市公安局伊滨分局诸葛派
出所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大安保工作，多措并
举确保辖区治安大局平稳，为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献礼。一是“稳”得住。该所强化重点
人员稳控，加强矛盾排查化解，对辖区进行地
毯式排查，建立健全重点人员信息库，及时发
现涉暴涉恐的线索苗头。二是“打”得狠。该
所在破系列案件上狠下功夫，打好“三大”攻
坚战，掀起新一轮的打击热潮。三是“防”得
好。该所加强辖区社会面巡逻防控，科学调
整警力部署，提高见警率，有效打击和震慑各
类违法犯罪活动。四是“管”得细。该所加强
治安管理工作，强化源头治理，消除隐患；做
好重点人员管理、危险化学品缉枪缉爆管理、
消防管理、重点单位管理，对旅馆网吧场所进
行“四实”登记。 （宗文理）

长垣县法院
倾力化解涉执信访问题

本报讯 在化解涉执信访问题过程中，长
垣县法院找准案件症结，寻找解决问题的突
破口。工作中，他们坚持主动约访化纠纷、及
时回访解恩怨、司法救助显关怀，使诉求合理
的解决问题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到位、
行为违法的依法打击到位，有效缓解了社会
矛盾。 （葛丽翟天宇）

强化财务基础管理 防范财务操作风险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强化基层行财务基础
管理，提升制度执行力，有效防范财务操作风
险，今年以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封丘县支行
按照“强基固本百月”的要求，一是加强组织
领导，做好检查工作；二是整改落实，确保责
任到位。 （常建华）

开展“四个一”活动 提升居民安全感

本报讯 为全面推进辖区平安建设、提升
居民安全感，泌阳县公安局严格落实“打、防、
管、控”等措施，积极开展“四个一”活动。一
是开展一次严打整治。该局加大对群众反映

强烈的“两抢一盗”、诈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
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刑事犯罪高发势头。
二是搞好一次治安联防。该局组织民警带领
巡防队员对重点区域、案件多发地段实行 24
小时巡逻，切实提高见警率。三是开展一次
安全隐患集中整治。该局通过开展安全大检
查活动加强网吧、旅店业管理，及时发现和有
效消除各种公共娱乐场所安全隐患。四是化
解一批矛盾纠纷。该局开展矛盾纠纷和不稳
定因素大排查活动，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矛盾
纠纷进行全面梳理，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
因素。 （张玉帆）

念好服务企业三字经

本报讯 今年以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封
丘县支行营业部以“联系服务百家企业”活动
为契机，念好“早、帮、勤”三字经（工作安排

“早”规划，至诚服务“帮”客户，工作协调“勤”
沟通），切实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常建华）

辗转千里 3天执行3案

本报讯 8月2日至4日，永城市法院执行
干警辗转 1500 余公里，奔赴浙江省宁波市、
台州市和江苏省南通市，3天执结 3起案件，
当场宣布拘留两人，受到永城市法院干警和
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 （朱连亭）

在拘留所门口“老赖”低下了头

本报讯 洪某与高某房屋买卖纠纷一案，
洪某向永城市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官
多次上门执行，高某就是不履行还款义务。
近日，高某被“请”到法院，处以拘留。在拘留
所门口，高某终于低下了头，联系家人将所有
欠款还给了洪某。 （赵先俊 李莹）

小纠纷 快处理

本报讯 张某、陈某和李某借款纠纷一案
中，张某、陈某系夫妻，二人在永城做熟食生
意时，借张某资金用于生意周转，可在还给张
某部分利息后，便一直躲避债务，拒绝还款。
在执行该案时，永城市法院执行法官经查得
知，夫妻二人具有还款能力，便数次到其家中
做思想工作，经过 6天的苦心调解，终于使双
方达成还款协议。 （赵先俊 李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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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传群：本院受理原告林金福与被告张传群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
日和三十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八时
（逢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第四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判决。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朝建：本院审理的原告冯金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7）豫1503民初230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
提起上诉，逾期则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峻、杨永：本院受理原告何宏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1502民初
8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康、孙明胜、曹晓红、赵天生、赵云谋、沈翠、刘建东、刘桂
芳、孙少霞、王佑胜、王祖国、李刚英、张国超、张国保、张保
金、常德云：本院受理张万冲诉你们健康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事审判第三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息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春勤：本院受理原告梁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驻马店市亿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驻马店市泰亨实业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齐悦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
证（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晓辉：本院受理上诉人王蒙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10民终1047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巡一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将于2017年9月27日10

时至2017年9月28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许昌
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
位于许昌市解放路以西，运粮河以南鸿福家园小区1号楼的
除一层东起104.一层东起102.三层东起301以外43套（证号
为：许房预售字第 2016009）的房产。网址:http://sf.taobao.
com资产处置法院：河南法院-许昌市-建安区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1082民初第643号

张喜宾：本院受理原告张谦益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附 判决内容：被告张喜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原告张谦益借款50000元及利息（自2013年10月
15日起，按月利率20‰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被告张喜宾承担。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邓建明、岳雪梅、杜清华、袁秋杰：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长葛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1082 民初
3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商事第一
审判团队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董良峰 长葛市柏诚模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朱保平、朱
俊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法院判决二
被告迅速归还欠款伍拾万元整（两笔借款分别是40万元和
10万元），并支付所欠款利息。2.本案审理诉讼费及其他费
用全部由被告承担。因本院向你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无
果，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商第四团队（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郑晓刚、袁小军：本院受理原告汪春峰诉被告郑晓刚、袁小
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作出（2017）豫1082民初1989号民
事判决书。子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
则视为送达。附判决如下：一、被告郑晓刚（郑小刚）、袁小
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汪春峰货款 6130 元。
二、驳回原告汪春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6元，由被告郑晓刚、袁小军
共同负担。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苗小成：本院受理原告赵建军诉你、原春连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9001 民初
141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济源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杜立明：本院受理原告汝南县闹闹猪服饰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豫9001民初256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
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711民初238号

杨维祖：本院受理原告朱性艳、原告史延文诉你与杨林燕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豫0711民初2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王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银光：本院受理原告崔振民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03民初9641号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41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汪建胜：本院受理原告张建超、张建伟、张四伟、刘更炎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郑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中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将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 10 时至

2017年9月12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尉氏县人民法院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齐芳所有位于尉氏县城
关镇人民路中段大上海D区二层21号、22号的商业地产（尉
氏县房权证城关镇字第006339号）。详情请参看尉氏县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发布的相关调查资料。网
址：http://sf.taobao.com/0378/07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将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 10 时至

2017年9月12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尉氏县人民法院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变卖河南王伟鞋业有限公司
所属位于尉氏县城关镇寺前张村尉土国用（2014）第1040、
1041.1043.1044号四宗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以及第1042号土
地。详情请参看尉氏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发布的相关调查资料。网址：http://sf.taobao.com/0378/07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将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 10 时至

2017 年 9 月 12 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尉氏县人民法院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孙超杰所有的位于
尉氏县南关街的住宅房产（尉氏县房权证城关镇字第
0017977 号）。详情请参看尉氏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发布的相关调查资料。网址：http://sf.taobao.
com/0378/07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李红喜申请执行陈志强等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中，依法对陈志强的位于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长平路1号
锦泉园25座101房的房产进行评估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
台进行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陈志强
名下的位于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长平路 1 号锦泉园 25 座
101房，证号为0213071865。该标的物的所有权人陈志强，
房屋面积228.37平方米。评估价格为274.43万元，经合议起
拍价为246.99万元、保证金13万元、竞价增价幅度1万元。
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应于
拍卖日前经法院确认后到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报名参与
竞买，届时未报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其他参与竞买
的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上述拍卖物的情况的，请直接登录
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了解有关拍卖信息。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17年9月29日10

时起至2017年9月30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
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州
市二七区沿河路 6 号 4 号楼 2 单元 7 层 157 号（产权证号：
0801032828）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
//sf.taobao.com/0371/11?spm=a213w.3065169.0.0.M03r4A，
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文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新区支行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常奎、熊莺莺、朱菊荣：本院受理原告宋俊霞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310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民初3214号

敬国保、刘巧霞、新郑隆基生物科技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豫 0105 民初 321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东楼北部212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最后一日遇
节假日的顺延一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十五份，上诉
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向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并将缴费凭证交
本院查验，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献好：本院受理原告湖南享寿明天贸易连锁有限公司郑
州分公司诉被告朱献好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范春玲：本院受理郑州高新区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诉
你方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豫 0108 民初 327 号民事判决书和（2017）豫
0108民初327号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文菊、邓利伟：本院受理的吕国勇申请执行王文菊、邓利
伟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中吕国勇申请对涉案查封的
被执行人王文菊名下的位于滑县新区祥泰苑小区30号楼2
单元202号的房产一套进行评估，现通知你于2017年10月
27日上午8:00到本院技术科（北二楼西头）确定评估机构，
于2017年10月31日到涉案房屋处参加现场勘验，于2017年
11月20日到滑县人民法院技术科参加听证会，逾期不到视
为放弃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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