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商丘实践系列报道之十一

自去年以来，在“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
攻坚战中，宁陵县法院坚持强化执行威慑和
执行惩戒，以打击拒执犯罪为抓手，全面向
执行难宣战，一批有能力履行却拒不执行的

“老赖”因拒执犯罪被判处刑罚。
李某与朱某交通事故纠纷一案，法院判

决朱某赔偿李某各项损失共计8万余元。判
决生效后，朱某一直拒绝履行义务，李某遂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办案法官及时向
被执行人朱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
令等手续，并向朱某说明了拒不执行法院判
决的严重后果。朱某并不把执行法官的告
诫当回事，态度依然强硬。宁陵县法院以拒

不执行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对朱某司法
拘留15日。其间，执行法官一直做朱某的思
想工作，朱某有履行能力却不履行义务，且
拒不报告财产。宁陵县法院以朱某拒不申
报可供执行财产为由，再次对其拘留15日。

两次拘留措施之后，朱某依然拒不主动
履行应尽的义务，申请人遂通过自诉程序向
法院提起诉讼。宁陵县法院审理后认为，朱
某有履行能力却拒不履行法院的判决、裁
定，且在执行阶段拒不报告财产，其行为已
经构成拒执犯罪。最终，朱某因拒不执行法
院判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法院的判决、裁定，事关法律的尊严和
司法公平。对于拒不执行的‘老赖’，我们将

严厉打击。”宁陵县法院院长王宏伟说，在
“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攻坚阶段，该院把打
击拒执犯罪当成执行工作的重点，始终保持
打击“老赖”的高压态势。

王某与朱某某货款纠纷一案，法院判决
王某偿还朱某某货款15万元。判决生效后，
王某对法院判决置若罔闻，拒不履行义务。
无奈，朱某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依法向被执
行人王某送达了法律手续，但王某拒不履
行。执行法官走访得知，王某家种植梨树五
六亩，还花费10万余元为其儿子操办婚事。

今年 4月 10日，朱某某向宁陵县法院提
起自诉，请求追究王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的刑事责任。法院依法审理后认为，被告人
王某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
所确定的义务，情节严重，犯罪事实清楚、证
据确实充分。最终，王某因犯拒不执行判决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在宁陵县法院执行局有一本“老赖”名
单，根据法院要求，每名执行法官及时向执
行局局长蔡尚宏报告案件进展情况，一旦案
件构成拒执犯罪要件，法院便及时对“老赖”
采取强制措施。

据了解，今年以来，宁陵县法院共执结
各类案件 512 件，抓获“老赖”140 余人，执结
到位标的额2600余万元。其中，11名“老赖”
被以拒执犯罪判处刑罚。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
于2017年 10月 16日 10时至2017
年10月17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
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郑州市金
水区农科路南园艺路西1号楼东三
单元9层东户和郑州市金水区农科
路南园艺路西3号楼东一单元6层东
户共两套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第
一次），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
taobao.com/law_court.htm?spm=
a213w.3064813.0.0.WmDlVt&us
er_id=1991614219，户名：河南省郑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9月14日

司法拍卖公告

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三十一条第
一项、《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第四项
规定，以下150辆属于老旧车车主申请报
废注销,现发布公告以下车辆的机动车登
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车主应在公告
发布之日起20日内到巩义市有资质的机
动车回收企业办理报废手续，并到巩义市
公安局交通管理警察大队车辆驾驶员管
理所办理车辆注销登记业务。公告期满
仍不办理的将予以办
理牌证作废。请扫二
维码关注“巩义交警”
微信，点击下方公示栏
“交通公告”即可查看
车辆明细。

2017年9月14日

巩义市公安局关于达到报废
标准车辆注销登记的公告

（2017年第十五期）

长葛市开元锅炉有限责任
公司:

我公司已于 2017 年 7
月28日通过公开拍卖方式
依法受让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对长葛市澳兴电梯有限责任
公司享有的债权，现以公告
方式通知你公司，请你公司
向我公司履行担保义务。

特此公告
郑州道之衡商贸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4日

债权转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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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何永刚 实习生 葛庆勋 通讯员 边丽娜

宁陵县法院：念好“打”字诀 力破执行难

本报商丘讯(记者 何永刚 通
讯员 邢景) 为提高酒店从业人员
涉毒防范能力，民权县公安局禁
毒大队于 9 月 7 日上午组织民警
到辖区某酒店，为该酒店20余名
员工进行禁毒知识培训。民警
还向该酒店员工展示了仿真毒
品样品。大家纷纷表示，将认真
履行禁毒宣传职责，及时举报可
疑线索。

酒店变课堂
培训禁毒知识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赵庆军 张
宝奎）近日，鹤壁市公安局淇滨区分局两女警
穿高跟鞋抓小偷的事在当地传为佳话。

今年 8月份以来，鹤壁市淇滨区发生多起
电动车被盗案件，鹤壁市公安局淇滨区分局视
频中队通过视频研判，发现一个光头嫌疑人每
次作案后，都会在一个交叉路口停留，有时还
和该路口的修车师傅交谈。视频中队将情况
向全中队通报，要求大家关注该路口。

8 月 25 日 14 时 30 分，该中队辅警陈思敏
上班途经该路口时，发现那名光头嫌疑人正在

路口让修车师傅改装电动车，遂迅速将情况反
馈给淇滨区分局案件侦办大队中队长董慧
丽。董慧丽立即带领民警原小惠着便装赶赴
现场侦查。俩女警到现场后，发现嫌疑人的车
辆已修好，正欲离开。董慧丽和原小惠立即亮
明身份，要求嫌疑人配合调查。嫌疑人听说民
警来了，忙扔下电动车撒腿就跑。穿着长裙、
高跟鞋的董慧丽、原小惠奋力追赶，陈思敏骑
电动车到前面堵截。

董慧丽边跑边喊：“我们是警察，这个人是
小偷，请大家帮忙抓住他！”在某小区南门口

处，陈思敏堵住了嫌疑人的去路，董慧丽、原小
惠和附近群众一起将嫌疑人按倒在绿化带
内。民警关永魁也闻讯赶到，警民齐动手，将
嫌疑人控制带回分局处理。

经查，嫌疑人王某外号“光头强”，有多次
盗窃前科，被抓获前在某中学工地盗窃一辆白
色电动车，在路口修车摊位改装车辆时被辅警
发现。目前，该案已被移交淇滨区分局有关部
门进一步调查，王某已交代数起盗窃事实。

昨日，犯罪嫌疑人王某已被刑事拘留，案
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便衣女警追贼穿着高跟鞋
被抓获的嫌疑人外号“光头强”，涉嫌盗窃电动车

9月13日上午，获嘉县法律
援助中心工作人员来到该县武
装部，开展新兵入伍送法维权宣
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军
人军属法律援助指南》和写有法
律援助中心地址、联系电话及介
绍军人军属法律援助事项、方式
的《拥军联系卡》等宣传资料，讲
解军人军属法律援助方面的知
识。该县 30 名入伍新兵和 100
余名军人家属对法律援助工作
了解和掌握的同时，也增强了法
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张艳
娟秦鑫高翔 摄影报道

本报漯河讯（记者 薛华 通讯员 殷广华
曹娟）“俺养马场丢了 4 匹小马，每匹都值 1.5
万余元，你们快帮俺找找吧！”9月 11日上午 8
时许，临颍县公安局固厢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
报警，称当日凌晨3时该县固厢乡某养马场内
丢失了4匹小马。

民警立即赶往现场调查。由于 4 匹小马
是雨后丢失，现场留有马蹄印。民警和包村辅
警循着马蹄印一路寻找到该县繁城镇某村一
户院子里，发现了 4 匹小马，遂立即对户主谷
某进行询问。谷某称当日早上7时许，他在村
边地里发现了这4匹小马，由于不知道是谁家

的马，无法通知失主，就将其赶回了家，准备先
养着等失主寻找。

经对现场进行勘验，确认马匹不是被盗
后，民警将找到的4匹小马归还给了失主。

看到小马失而复得，失主向民警连连道
谢，称以后定会加强管理，防止马匹再次走失。

本报驻马店讯（记者 陈磊 特约记者 朱剑
锋 通讯员 杨德清 刘真）近日，西平县公安局
民警经过6个多小时的紧张寻找，成功帮助失
主找回遗失的两万元现金。

9 月 12 日上午 9 时许，西平县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接到常女士报警，称她放在电动车
上的黑色挎包不慎遗失，包内装有两万元现
金和其他物品。

接到报警后，西平县公安局柏城派出所
值班民警张亚涛、魏振立即赶到现场。民警
根据常女士的行走路线，走访群众、调取沿途
监控视频。上午 11 时许，民警发现常女士的
挎包是在县城龙泉大道与护城河路交叉口处
掉落，随后被骑电动三轮车的一男一女捡走。

民警决定在周围小区院落逐一排查走
访。当天下午3时许，民警在龙泉大道轴承厂

院内发现了捡包男女所骑的电动三轮车，从
而找到了捡到挎包那对夫妇。该对夫妇称，
他们平时骑电动三轮车帮别人拉货，当天雇
主催得紧，他们捡到挎包后，便急忙去拉货，
还没来得及寻找挎包主人。

常女士看到失而复得的挎包和两万元现金
后，激动地拉着民警的手说：“多亏了警察同志
热心寻找，我的包和钱才能这么快被找到。”

4匹小马走失 快速找到

两万元钱遗失 当天追回

雷厉风行 马到成功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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