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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赖”借钱不还被判刑
本报讯（记者 刘华 通讯员 程贵忠 杨维

臣）银行里有存款，还有 3 辆车，借别人的 12
万元钱就是不还，即使法院判决了还是不
还。近日，博爱县法院在执行期间，将这名

“老赖”以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判处有
期徒刑6个月。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8月30日，该院
以（2015）博民二初字第 00214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人程某偿还原告丁某借款 12万元。

2015 年 10 月 2 日该判决书生效后，被告人程
某未履行还款义务，2015 年 11 月 27 日，该院
下达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被告人程某
仍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经查，
被告人程某名下在中国银行有存款 17204.16
元，其名下有3辆中型普通客车。被告人程某
在有能力执行法院判决的情况下，拒不执行
法院判决。法院审理期间，被告人程某与申
请人丁某达成协议，并履行完毕，取得了丁某

的谅解。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程某对人民法

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
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已构成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法院审理期间，被告人程某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积极履行判决确定义务，取
得了申请人的谅解，可以从轻处罚。依照法
律有关规定，法院对被告人程某作出了上述
判决。

本报讯（记者 刘华 通讯员 程贵忠 沈长
松）博爱县许良镇某村民委员会拖欠月山镇
乔村李某劳务费 1400 元长期不还甘当“老
赖”，博爱县法院决定对其法定代表人采取拘
留措施，该村支书见法院动了真格，赶快联系
村会计将欠款送到法院，一起两年多的债务
纠纷就此了结。

家住博爱县农村的 60 多岁的李某靠着
家里几分土地种植生姜维持生计，为了补贴家
用，2014年春节期间，李某在邻村村委会组织的
文艺演出活动中参与汇演。春节过后，经核算
该村委会欠下李某唱戏款1400元。经多次催
要，该村委会总是以账上没钱为由拖欠不付。
为讨要自己的血汗钱李某多次到司法所、镇政
府寻求帮助，都未得到解决。无奈之下，李某向
该院申请支付令，法院启动督促程序要求该村

委会在支付令下达后 1日内给付李某唱戏款
1400元，该村委会逾期仍未履行。

2017年8月1日，李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执行干警向该村委会送达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要求村委会立即向李某支付唱
戏款，并报告当前及收到报告财产令之前一
年内的财产状况。该村委会主任告诉案件承
办人村委会现在没有现金，但村委会账上有
钱，可以去村委会的账上直接把钱扣走。执
行干警准备好扣划手续到许良信用社准备扣
款时，却被告知该村委会账上余额显示为负
数，尚欠许良镇会计工作站几万元修路款。
执行干警立即电话通知该村主任到法院核实
村委会账目近期变动情况。该村主任王某到
法院后先是说不清楚村内财务情况，后又说
村内修路花了十几万元，导致账户没钱，还埋

怨法院扣划迟缓，以致现在无力支付，并要求
法院直接与镇政府沟通协调此事。在该案中
村委会财产发生变动，未及时向法院报告财
产变动情况，也未主动履行支付欠款义务，经
合议庭合议院长审批，决定对该村主任采取
拘留措施。

当执行法官向该村主任送达拘留决定
书，执行法警为其戴上冰凉的手铐时，王某才
意识到法院动了真格，急忙打电话联系村会
计将欠款送到法院，并赔礼道歉主动认错，后
悔不该 1000多元钱拖欠了这么久，给申请人
及法院干警添麻烦。法院见其态度诚恳及时
送款，免予执行拘留措施。申请人李某拿到
执行款时激动地说：“农民挣钱不容易，为了这
一千多元钱不知道跑了多少趟，要不是博爱县
法院强制执行，还不知道拖到什么时候!”

本报讯 在法院众多的执行案件中，有一
名“老赖”名叫占有，其非法占有儿媳陈某赔偿
款8000元长期不还，可谓是人如其名，其行为
最终导致家庭不睦儿子妻离子散，即便如此该

“老赖”面对法院判决仍然拒不执行长期躲
债。博爱县法院在今年的专项执行行动中，该

“老赖”未能幸免，最终将执行款送至法院执行
局，了结了一桩尘封5年之久的执行积案。

2008年一场飞来的车祸将农村女青年陈

某撞伤，在陈某住院期间，身为公爹的占有出
面代替儿媳协商赔偿事宜，在交警部门的调
解下，肇事方赔偿陈某医疗费及各项损失
8000 元，该款项由占有代替陈某领走。待陈
某出院后到交警队询问才得知事故已经处理
结束，赔偿款被占有领走，回家询问占有时，
其矢口否认领款，为此发生纠纷，陈某将占有
告到法院，法院判决占有返还赔偿款 8000
元，判决书生效后逾期占有仍未履行。

2012 年陈某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占有
开始躲避执行人员，一躲就是几年。在该院
开展专门严惩老赖的“雷霆行动”中，执行人
员经多方查找，“老赖”占有的行踪终于露出
了水面，原来其近几年一直在天津活动，通过
网络查控迅速控制了占有的银行存款，占有
发现存款被冻结感觉到再也躲不下去了，主
动返乡到法院履行了还款义务。

（程贵忠沈长松）

本报讯（记者 刘华 通讯员 程贵忠 沈长
松）一些被执行人为躲避法院执行，可谓绞
尽脑汁，机关算尽，家住农村的王某为了
7300 元的赔偿款，竟然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多
次换工作，但仍然没有躲过执行干警寻找，
为了不想过牢狱之灾，乖乖地把钱给了才平
安无事。

2014 年 11 月 1 日，家住博爱县的陈某某
骑电动车与驾驶二轮摩托车的王某发生碰
撞，发生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事故不
大双方本可以协商解决，但是因互不相让争
执不下最后选择报警处理。经交警队交通事
故责任认定，摩托车驾驶员负事故的全部责
任，在交警队双方协商赔偿事宜未果，陈某某
将王某起诉到博爱县法院，经法院判决王某
需要赔偿陈某某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
助等各项损失 7300元，判决书生效后王某逾
期未履行。

2015 年 11 月 3 日，陈某某向该院申请强
制执行，执行人员向王某送达执行通知书后，
王某为躲避执行选择外出务工，执行人员经
多方打听难以寻觅其踪迹，执行案件因查找
不到其财产暂时搁置。

在今年执行战役开展以来，该院进一步
加大了执行力度，经申请人提供线索王某在
郑州富士康打工，执行人员随即赶往郑州富
士康公司调查取证。经调查，王某 2016年在
郑州富士康仅干了几个月就已经离职去向不
明，调查又一次扑空。执行干警面对“老赖”
并没有灰心，很快通过网络查询结果分析王
某还在郑州其他公司打工，经过调查发现河
南奥思外包公司于 2017年 1月至 3月时给王
某发过工资。执行干警又即刻驱车赶往郑州

新区寻找线索，几经周折终于在郑州东南边
缘找到了王某曾短暂务工的物流公司，经询
问该公司人事部经理得知王某是外包公司外
派到物流公司的，仅仅干了两个多月就离职
了，其又一次去向不明。这一次，细心的执行
干警发现王某信息里的一个朋友张某，办案
人员随即以朋友名义给张某打电话询问王某
的情况，通过张某联系上了王某。经过简单
的沟通，王某同意让家人出面到法院协商赔
偿事宜。第二天，王某的家人到法院后说其

外出务工没有赚到钱，想要分期支付赔偿款，
执行干警对其家人讲明案件标的额不大已经
拖延了两年多了，不能再分期履行，并告知
其家人法院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如王某仍
不履行判决义务将按照拒不执行法院判决
裁定罪移送公安处理。在证据面前，王某家
人随即履行了判决书义务，并向申请人赔礼
道歉，几千元钱不该拖这么长时间。申请人
见他们诚心赔礼也谅解了王某，一件拖欠了
两年多的案件也就此了结。

打出声威 多种手段力促执行

村委欠账成“老赖”拘留村主任还了债

领走儿媳赔偿款 法院执行终还钱

频繁换工作躲避债务 干警多方寻找终执行

本报讯 博爱县法院在当前执
行工作中，将一些公司、企业拖欠
他人欠款的执行案件，采取批评教
育、强制搜查、网络查控等措施，迫
使他们主动坐下来，同申请人积极
联系，签订还款协议，让案件进入
良性循环执行层面，为后续执行打
好基础。

博爱县某钢管有限公司前几
年曾生意兴隆，注册资金达3000万
元的个人独资企业。2014 年 5 月 6
日，某钢管有限公司因资金周转困
难，向孙某借款 60 万元，并承诺一
周内还款，后某钢管有限公司未能
按期还款。同年 5 月 22 日，某钢管
有限公司就上述借款向孙某出具
了借据，双方约定月利率为3%。之
后某钢管有限公司按月利率 3%支
付利息至 2015 年 7 月，自 2015 年 8
月起按月利率 1%支付利息至 2016
年7月23日，之后未再还款。

后 经 该 院 作 出 的（2017）豫
0288民初1804号民事判决书确定，
被告某钢管有限公司应偿还原告
孙某60万元。其后，案件进入执行
程序后多次通知法定代表人焦某
接受询问，其拒不到庭。近日，法
院组织执行干警前去被告某钢管
有限公司财务部进行搜查，在公司
财务部的保险柜里搜出现金 2.7 万
元、出库凭证若干张。拘传法定代
表人焦某到法院进行询问，迫于强
大执行威慑力，公司法定代表人焦
某与孙山达成和解协议。

（程贵忠原慧江）

本报讯 一些人为了赖账，自己
写的欠条都不承认，最后闹到法
院。一审判决后，还是不认账，又
上诉到上级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
判决后，他才消停。但到了执行阶
段，这一关他过不去了，经法院持
续施压和批评教育，这个“老赖”终
于把钱还了。

家住焦作市的刘某在博爱县
王某承包的工地干活，2014 年 1 月
份结算工资时，王某给刘某打了一
张57580元的欠条。后刘某在讨要
无果的情况下将王某告上了法
庭。该案件经过一审、二审后，判
决王某在判决书生效后 10 日内支
付给刘某工资款 57580 元。该案
2016 年 10 月 26 日立案执行（恢复
案件），同年 12月 14日向被执行人
王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限其两日内履行生效判决书所
确定的义务。到期后，王某没有履
行。后经办案人员多次电话通知、
上门寻找，其在今年 1月 21日交纳
了 8000 元现金，此后再不见踪迹，
电话不接，上门不见。该案是追索
劳动报酬纠纷案件，为了充分保障
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办案人员不辞
辛苦，先后去被执行人王某家中找
其几十趟。每次去虽见不到其人，
但总是会和其家人聊聊，告知其家
人不履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利
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被
执行人王某迫于压力，也或是被感
动，主动联系申请人刘某，自愿将
自己名下的一辆面包车抵偿给申
请人，此案得以顺利执结。

（程贵忠 贺晓燕）

保险柜里搜出2.7万元
迫于威慑力主动签协议

干警劝说几十次
被执行人才还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