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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淮阳县举行了“关爱留
守儿童 精准心理扶贫”——爱心
爸妈亲情代理活动，同时举行了关
爱留守儿童志愿者服务中心揭牌
仪式，淮阳县法院4名志愿者与留
守儿童结对帮扶，成为他们的首批

“法官妈妈”。
此次活动由淮阳县委统战

部、县党外知联会联合举办，在
羲城中学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志
愿者服务中心，组织了 30 名爱心
志愿者与羲城中学学生一对一认
亲结对帮扶。图为首批关爱留守
儿童志愿者合影留念。
通讯员 王海霞 杨瑞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晨辉 唐玉吉）近日，
周口市川汇区法院执行干警来到商水县魏
集镇，成功执结一起租赁合同纠纷的案件。

刘某在 2013年 1月将自己位于魏集镇
某处鱼塘承包给韩某，并约定承包时间为5
年。按照合同约定，韩某应每年支付租金
1000 元，但是韩某将租金支付到 2016 年后
便不再继续支付。刘某于今年 8 月向韩某
送达了终止合同的通知，韩某接到通知后
仍然没有清理鱼塘内的鱼，并拒付下欠租
金。刘某无奈之下将韩某诉至周口市川汇
区法院，法院经依法审理支持韩某的诉求。

由于韩某无视法院判决，仍然拒不履
行生效法律判决所确定的义务，案件进
入了执行阶段。执行干警首先通过司法
网络查控系统对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进
行查询，查询到被执行人韩某在川汇区
某银行的存款，当即冻结执行案款，执行
干警下一步即将面临的工作是腾空鱼
塘。但是该鱼塘面积 8 亩，里面养殖了上
百斤鱼和甲鱼，执行面面临巨大难度。
执行干警先找到韩某进行交涉，韩某起
初不愿意配合执行工作，但是在执行干
警的明理释法、批评教育之下，韩某认识

到自己拒不执行的严重后果，并承诺在
限定期限内将鱼塘腾空。为了确保韩某
能够履行自己的诺言，承办法官多次到
达该鱼塘督促清空工作进度。最终，在
多方共同努力下，鱼塘里的鱼和甲鱼被
逐渐捞出，案件得以成功执结。

周口市川汇区法院执行法官切实履
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在执行中，树立
了法官形象，既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又赢
得了群众的掌声，为川汇区决胜全面小
康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周口市川汇区法院法官全力执行赢赞誉

维护法律权威 守望公平公正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晨辉 马殿力）近日，
周口市川汇区法院执行局经过周密部署，
巧妙安排，将一拒不返还彩礼的女“老赖”
成功抓获。

2016 年 3 月，原告刘某某与被申请人
李某某登记结婚。结婚时，被申请人李某
某共索要原告彩礼 10 万元，因双方婚前缺
乏了解，婚姻基础差，婚后几个月，双方即
常为生活琐事发生纠纷，夫妻感情淡薄。
2016 年 5 月，被申请人李某某曾提出与原
告离婚，后经法庭调和，但双方仍未和好，
夫妻关系名存实亡。今年1月，原告刘某某
诉至法院，请求与李某某离婚，并请求李某

某返还彩礼钱。周口市川汇区法院经审
理，依法作出判决：准予双方离婚，李某某
酌情返还原告彩礼3万元。

判决生效后，李某某一直未能自觉履
行，且百般推脱，企图躲避执行，刘某某无
奈之下申请强制执行。11月 23日，执行干
警接到知情人举报，被执行人李某某最近
在川汇区某娱乐场所担任客户经理，收入
不少。由于李某某工作性质的原因，每天
早出晚归，难以寻找。执行法官经过认真
思索后，随即心生一计，让两名干警身着便
装，来到该娱乐场所，以定房间为名将李某
某约至大厅。在执行干警向李某某确认身

份时，已经醉酒的李某某却反应迅速，当即
表示干警认错人了，并试图离开现场。经
随后赶到的申请人辨认，此女子就是一直
躲避的李某某，执行干警当即将开始耍酒
疯的李某某控制并带回法院作进一步处
理。直至晚上9时许，在执行干警耐心的释
法明理之下，李某某丝毫不为所动，一直强
调自己无钱返还，最终法院决定对李某某
实施司法拘留。在拘留所门口，完全清醒
过来的李某某终于认识到自己躲避执行的
行为带来的严重法律后果，赶忙给朋友打
电话将3万元现金送至法院，并交到申请人
手中，该案圆满执结。

法院急民工所急
追回被拖欠工资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晨辉 马殿力）近日，
家住周口市商水县固墙镇的农民工童某来
到周口市川汇区法院办公室内，从法官手
中接过追要了4年多的工资款5万后，激动
得连声称谢。

今年 7 月，商水县固墙镇农民童某到
川汇区建东社区建设项目部务工，从事房
屋内外墙粉刷工作。工程完结并验收合格
后，工程承建方仅向童某支付了部分工钱，
下余 5万元工资一直拖欠未还。多次讨要
未果的情况下，童某向周口市川汇区法院
提起诉讼，经法院审理并作出判决，工程承
建方应向童某清偿所欠工资，作为发包方
的房地产公司应对该款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判决生效后，工程承建方和发包工程
的房地产公司均拒不按判决履行义务，童
某遂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执行过程中，法院多次通知两名
被执行人，但二人均拒不履行义务。执行
干警遂近日将发包工程的房地产公司负
责人拘传至法院，经过反复做思想工作，
房地产公司负责人最终主动履行了义务，
农民工童某追要 4年多的工资终于得到了
清偿。款项到位后，执行干警及时通知童
某到法院办理了领款手续。

欠钱不还
潜逃外地仍被擒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晨辉 唐玉吉）近
日，在周口火车站，周口市川汇区法院执行
局干警顺利地将跑到南昌市的被执行人韩
某带回川汇区。

2016 年 2 月，原告刘某某与被执行人
韩某达成“购房协议书”，并约定指定日期
给刘某某办理房权证，承诺如果办不了证，
退还全款及利息，原告遂支付被执行人韩
某购房款 22 万元。然而约定办理房权证
日期已过一年，被执行人迟迟办不出房权
证，原告要求其退还买房本金及利息。韩
某先支付原告 10 万元，下欠 12 万元不还，
双方为此发生诉争。案件审理期间，双方
达成和解协议，由韩某在指定日期前一次
性支付原告 12 万元及利息。还款日期已
至，韩某却未履行义务，原告申请法院强制
执行。但韩某更换手机号，潜逃得无影无
踪，法院遂依法将韩某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并网上追逃。

11 月 6 日，被执行人韩某在江西省南
昌市入住宾馆时被当地警方拘留，后与川
汇区法院执行干警联系。接到消息后，该
院执行干警立即动身前往南昌市，将一直
规避执行的韩某带回川汇区。

只因现任妻子不同意
父亲拒付抚养费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晨辉 马殿力）近
日，周口市川汇区法院成功执结一起抚养
费纠纷案件。

赵某某因抚养费纠纷将秦某某诉周口
市川汇区法院。法院于2015年12月8日作
出调解，秦某某每月向赵某某支付抚养费
200 元，直至其孩子年满 18 周岁。该调解
书发生法律效力后，秦某某每月均能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但自今年之
后，秦某某开始拒绝向还未满 18岁的孩子
支付抚养费。赵某某遂向周口市川汇区法
院申请对秦某某强制执行。

该案立案后，执行法官及时向被执行
人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秦某某限期履行
义务。经了解，秦某某离婚后再婚，现任妻
子不许秦某某再向其前妻的孩子支付抚养
费，于是秦某某开始拒绝履行法定义务。
执行法官便将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后
果告知了秦某某及现任妻子。秦某某立即
将拖欠的抚养费悉数支付给了赵某某，一
起抚养费纠纷案件得以顺利执结。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晨辉 唐玉吉）周口
市川汇区法院不断加大执行力度，执结了
一大批案件。近日，周口市川汇区法院执
行法官赶赴郑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扣
押了一名被执行人名下的两辆豪车，有力
促进了案件的执结。

该案系一起股权转让纠纷，申请执
行人刘某和被执行人韩某在郑州共同投

资网吧生意，法定代表人均为韩某。后
两人协商约定，刘某将共同投资网吧股
权转让给韩某，韩某给刘某出具了 500 余
万元的借条一张。签订转让协议后，韩
某以网吧经营不佳为由，拒不支付借款
本息引起诉讼。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韩某
一直以各种理由躲避执行。经查，被执行

人名下有两辆豪车，价值不菲。发现该线
索后，执行法官迅速赶赴郑州，在经过严密
蹲点布控后，执行法官发现了两辆豪车的
下落，并果断出击，顺利将该两辆车扣押。
下一步，如果被执行人不主动履行债务，法
院会将被扣押的两辆豪车进行评估拍卖，
以维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案件
执行完毕。

拒不支付借款 法院扣押轿车

用足用好执行措施 全力解决执行难

拒不返还彩礼 干警巧抓女“老赖”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晨辉 唐玉吉）近日，
周口市川汇区法院顺利执结一起强制腾迁
房屋案。该院20余名干警对位于川汇区某
商贸城的一处房屋进行强制清场腾迁，并
邀请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居委会工作
人员参与现场执法监督。

经查实，申请人翟某以 62 万元的价格
买下王某的涉案房屋并已付清全部价款，
涉案房屋已过户到翟某名下，但王某迟迟
不搬走。法院遂责令被执行人王某立即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腾空搬出川
汇区某商贸城某号房屋，并将该房屋交付

申请执行人翟某。因王某未主动履行，法
院于4月向其发出强制腾迁房屋公告，并多
次上门做思想工作，要求其限期履行义务，
然而被执行人王某依然无动于衷，不愿意
配合法官工作。

为切实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彰显
法律权威，周口市川汇区法院决定对该房
屋依法实行强制腾迁。经周密部署，8月10
日上午9时，该院全体执行干警抵达腾迁现
场。在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居委会工
作人员的见证下，执行干警依法强制打开
大门，有序进入房屋，对屋内所有物品一一

进行清点、记录，办理相关手续，将全部物
品搬迁至指定地点后，法官将房屋正式交
付给申请人翟某。整个执行过程，干警们
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协作，不仅全程使用执
法记录仪和摄像机同步录音录像，还对围
观群众进行了普法宣传，确保了房屋腾迁
工作的安全顺利进行。

周口市川汇区法院干警时刻心系群
众，切实努力践行“为人民服务”，以高标准
的实际行动维护申请人的切身利益，努力
践行做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房屋已卖却不搬 法院强制腾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