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司

法部《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

法》的规定。焦作太行法医临床

司法鉴定所吕延诤、崔豫军，上

述2人的《司法鉴定人执业证》

已于2018年 4月 11日被我厅

依法注销，特此公告。

2018年4月24日

河南省司法厅
关于注销吕延诤等2人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的

公告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司
法部《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
法》的规定。洛阳万事达法医临
床司法鉴定所孙景辉；洛阳新安
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介曙光，上
述2人的《司法鉴定人执业证》
已于2018年4月7日被我厅依
法注销，特此公告。

2018年4月24日

河南省司法厅
关于注销孙景辉等2人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的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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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开封讯（记者 张东 特约记者 李梦
华 通讯员 单彦芳）“没想到两个月的时间，我
这十几万元的执行款就拿到手了，真是太感
谢你们了。”4 月 16 日上午，申请人屈某将一
面锦旗送到兰考县法院执行干警手中，并握
着执行干警的手连声道谢。“咔嚓”一声，照相
机拍下了这警民和谐的一幕，也定格了当事
人脸上洋溢着的对执行工作满意的笑容。

2017年，武某、庄某向屈某借款 15万元，
约定利息为 2分。借款期满后，屈某向武某、
庄某多次讨要这笔借款均未果，遂向兰考县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武某、庄某还本付
息。此后，屈某与武某、庄某三方达成调解协
议，约定被告每月支付2.8万元，但武某、庄某
一直未履行调解协议。2018 年 2 月，屈某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该院执行干警严
格落实“把‘以人民为中心’贯穿到兰考县法
院工作全过程”的工作宗旨，通过网络查控平
台，查实武某、庄某名下有财产，并拘传武某、
庄某至法院，着手调查二人实际所有财产。
武某、庄某看到法院动真格，慑于强大的执行
威力，主动将执行款送至屈某手中，此案得以
执结。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王伟 范月）“法官，我正在外地打工，我
让我舅舅把执行款送到法院，你看行
不？”近日，长期躲避执行的“老赖”付某
主动联系新乡市牧野区法院执行法官，
要求还款。

付某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
件中的被执行人，长期逃避执行。执行
法官李双彬因电话联系不上付某，多次
赴其老家找人，但总是无功而返。付某
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执行工作一度受
挫。但李双彬并未气馁，一条一条地给

付某发短信，耐心释法，告知其不主动
履行法院判决义务的后果。

“付某你好，我是牧野区法院执行
局的李双彬。王某申请你的执行案件
已立案，如果你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我
院将依法把你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

“我院与公安、通信等部门均有协
作，如果上了‘黑名单’，你今后出行、高
消费、贷款等均会受到限制。”

“我院近日将通过今日头条、微信、
微博等平台公布失信人员的身份信息

并在市中心的大屏幕
滚动播放。”

“我院即将按拒执犯罪
对你进行网上追逃，请你考虑
清楚。”

……
李双彬不断给付某发送短信，督促

他主动履行义务。在发送了几十条短信
后，付某主动联系李双彬，称自己在外地
务工，可委托亲戚送还欠款。至此，这起
执行案件在法律的强大威慑下，经执行
法官巧用短信劝说，最终得以圆满执结。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郜凯琼 王旭）“这堵墙堵了我们一年多了，
如今道路通了，我们的心也就顺了！”申请
执行人握住郏县法院执行法官的手，感激
地说道。日前，郏县法院通过周密部署，
成功执结一起排除妨碍纠纷案。

王 某 业 与 王 某 欣 系 同 村 前 后 邻 居 。
2004 年，王某业在其父遗留房屋的基础上
翻修重建，并居住至今，房屋大门朝南。
2016 年 10 月，王某欣家也开始翻修房屋。
在施工中，王某欣在距离王某业家大门仅

三四十厘米处砌了一道院墙，还在墙内盖
房，而该院墙正好堵在王某业家的门前，
导致王某业家无法正常出入。双方因此
长期发生争执，后经村、镇多次调解无效，
王某业将王某欣起诉至法院。法院经审
理，依法判决王某欣将修建在王某业家门
前的建筑物予以拆除。判决生效后，王某
欣仍拒不履行拆除义务，王某业遂申请强
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本着
维护邻里和谐、妥善解决纠纷的原则，多

次亲自到王某欣家中做其思想工作，但王
某欣始终执迷不悟。为维护法律的权威，
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郏县法院执行局
经研究决定，依法对该案采取强制执行措
施。

4 月 19 日上午，执行法官依据预案，带
领执行干警赶赴执行现场，经过一上午的
辛苦工作，有条不紊地将障碍物进行了拆
除。在整个执行过程中，执行人员坚持文
明执法，既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
又维护了法律的威严。

本报信阳讯（记者 周惠 通讯员 陈
明）近日，信阳市潢川县法院执行局办
公室里异常热闹，几名申请人代表捧
着一面锦旗走进执行办公室。不一会
儿，该案被执行人潢川某种业公司代
表也送来了一面写着“热情服务，化解
矛盾”字样的锦旗。两面锦旗异常鲜
艳。

“常有案件申请执行人给法院送来
锦旗，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同时送锦旗
可不多见。”

2015 年 12 月 23 日，潢川某种业公
司委托经销商销售某型号杂交稻种，
潢川县某镇 126 户农户分别在该经销
商处购买稻种后进行田间种植。2016
年 8 月初，种植的水稻出现空秕率高，
减产的情况。农户要求经销商和潢川
某种业公司对减产损失予以赔偿，后
在当地政府组织下，双方达成赔偿协

议。协议达成后，潢川某种业公司未
予履行，农户们遂提起诉讼。潢川县
法院对该批案件合并审理后作出判
决，除 18 户农户因证据不足，诉讼请求
被驳回外，判令潢川某种业公司按照
协议约定分别给付其余 108 户农户补
偿款及利息。潢川某种业公司上诉至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终审判决生效后，这 108 户农户分
别向潢川县法院申请执行，该批案件
由执行局法官邬志江带领执行团队合
并执行。执行团队将潢川某种业公司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依法对其
法定代表人汪某某实施拘留 15 天。至
此，汪某某终于认识到拒不履行判决
义务的严重后果，表示愿意履行
判决确定的义务。申请人
代表也表达了调解解
决的意愿。

今年 4 月 12 日下午，在执行团队负
责人邬志江的主持下，潢川县某种业
公司终于和 108 名申请人达成和解
协议，并当庭付清补偿款。这起
涉及 108 户农户的群体涉农案
件圆满执结。双方当事人有
感于邬志江执行团队在此
案执行过程中既依法执
行 又 入 情 入 理 的 工
作，相约送来锦旗
表示感谢。

4 月 20 日一大早，洛阳市瀍河回族
区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贾振一行5人驱车
前往汝阳县小店镇某阳光社区，依法扣
押一辆依维柯轿车，并将该车装上了平
板车。现场的社区群众看到法警推车，
纷纷表示：“‘老赖’欠钱不还就得让他们
付出代价，法警们辛苦了。”

记者 郭富昌 通讯员 王蕊璞 摄影
报道

法院传来执结的好消息
发送几十条短信后“老赖”委托亲戚还款

拆除一堵围墙通了申请执行人的路

看到法院动真格这俩“老赖”忙还款

执结一起案件引来双方当事人感谢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

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司法部《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

办法》的规定。河南司法警院

司法鉴定中心王自强的《司法

鉴定人执业证》已于2018年 4

月15日被我厅依法注销，特此

公告。

2018年4月24日

河南省司法厅
关于注销王自强《司法
鉴定人执业证》的公告

河南省司法厅
关于注销赵晓燕《司法
鉴定人执业证》的公告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

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司法部《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

办法》的规定。河南医府苑法

医临床司法鉴定所赵晓燕的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已于

2018年 4月 12日被我厅依法

注销，特此公告。

2018年4月24日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

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司法部《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

办法》的规定。周口明正法医

临床司法鉴定所李军的《司法

鉴定人执业证》已于2018年4

月10日被我厅依法注销，特此

公告。

2018年4月24日

河南省司法厅
关于注销李军《司法鉴
定人执业证》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