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决胜执行难 洛阳法院正攻坚”系列报道之二十

今年以来，宜阳县法院认真贯彻落实最高
人民法院“一性两化”总体要求，以信息化为基
础，以规范化为保障，以强制性为后盾，开拓创
新，多措并举，在基本解决执行难、提升执行公
信力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开创了执行工作的新
局面。

突出强制性，有力震慑被执行人

“我现在就让家人把钱送来。”在宜阳县拘
留所门口，席某承诺道。席某因欠赵某床垫款3
万余元被诉至法院，法院判决生效后，席某一直
未履行判决义务，在外打工，玩起“失踪”。执行
法官得知席某回家的消息后，立即行动，将其拘
传。在拘留所门口，席某电话联系家人送来3
万余元执行款。

刘某因交通肇事致贾某重伤，法院作出刑

事附带民事判决，判令被告人刘某赔偿贾某9
万余元。判决生效后，刘某一直没有履行。贾
某因病去世后，贾某继承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刘某拒不履行法律义务，也未进行财产申
报。法院扣划刘某2万余元存款交给贾某的继
承人。执行期间，刘某曾借给他人5万元。贾
某的继承人以刘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向法
院提起刑事自诉。在案件审理期间，刘某家人
积极与贾某的继承人协商，一次性偿还7万元，
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最终，法院判处刘某拘役1
个月15天。

今年，宜阳县法院综合运用强制措施，加大
对拒执行为的打击力度，共扣押车辆19辆，查
封房屋17栋，拘留56人，向公安机关移送涉拒
执罪案件3人，自诉立案3人，判刑6人，及时有
效地保障了申请人的权益。

突出信息化，全面提升工作质效

今年以来，宜阳县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共查
询被执行人户籍信息1034人次、车辆信息1087
人次、银行存款1627人次、房产信息1112人次；
利用户外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法院政务网等平
台，对抗拒执行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进行宣传；
向社会公布执行线索举报电话，通过各种渠道
曝光发布270名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

“执行法官，我们马上还钱！”洛阳某养老公
司负责人给执行法官打来电话。

该公司因合同纠纷被法院判决偿还许某
10万元，却迟迟不履行义务。案件进入执行程
序后，公司负责人焦某玩起了“躲猫猫”，于是法
院将该公司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在电视
上和繁华街道的大屏幕上滚动播出其失信信

息。焦某迫于压力，主动履行了还款义务。

突出规范化，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今天邀请大家来，一是通报案件进展情
况，二是让大家参与其中，共商解决方案。”执行
法官对11名申请人说。在执行系列农民工工
资款纠纷案时，执行法官将11名申请人请到法
院进行座谈。申请人纷纷表示：“法院为了要回
我们的血汗钱，采取了很多措施，我们都看到
了。我们会积极配合，为‘找人’出力。”

以公开促规范，以见证促规范，以规范促公
正，以公正促公信。今年以来，宜阳县法院裁判
文书上网232份；网上司法拍卖物品30件，拍卖
标的为1256.36万元；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人民陪审员参与见证执行37次；邀请8家媒体
参与见证执行；邀请31名当事人参与执行。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符

合网上出让公告或出让须知中明确的资格条件，均可参加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2018年6月5日至2018年7月4日登

录河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
统），提交申请。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18年7月4
日16时00分.

温馨提示：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误，影响您
顺利获取网上交易竞买资格，建议您在保证金到账截止时
间的1至2天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五、挂牌时间及网址
挂牌报价时间为：
SQ2018-18 号地块：2018 年 6月 25 日 10 时 0分至

2018年7月6日10时10分
SQ2017-26 号地块：2018 年 6月 25 日 10 时 0分至

2018年7月6日10时20分
挂牌网址：河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http://www.

hngtjy.cn/home.jsp）。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须

知及其他出让文件。挂牌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可从网
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实行竞得入选人资

格后审制度，即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递交竞
买申请并按时足额交纳了竞买保证金后，网上交易系统将
自动颁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证金到账确认书》，
确认其竞买资格，出让人只对网上交易的竞得入选人进行
资格审查。如因竞得入选人的资格审查未通过，造成本次
出让地块不成交的，由竞得入选人自行承当相应责任。

八、风险提示
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一经提交，不得修改或者撤

回。网上挂牌报价截止之前，竞买人至少进行一次有效报
价才有资格参加限时竞价。

操作系统请使用WinXP/Win7/ Win8；浏览器请使用
IE8.0、IE9.0、IE10，其他操作系统与浏览器可能会影响您正
常参与网上交易活动。数字证书驱动请到河南CA官方网
站下载，并正确安装。请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好自己
电脑的运行环境，并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统练习，以免影响
您的报价、竞价。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94-5102050 联系人：王洪涛

沈丘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6月8日

沈丘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 （沈丘县网挂[2018]-10号）
经沈丘县人民政府批准，沈丘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以下二（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指定沈丘县地产中心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备注：（一）SQ2018-18: 1、宗地“五通一平”（宗地外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宗地内土地平整）2、由辖区政府负责按时向受让人交付土地。3、准入行业: 农产品初加工服务行业。（二）SQ2017-26：1、
宗地“五通一平”（宗地外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宗地内土地平整）2、由辖区政府负责按时向受让人交付土地。3、准入行业: 彩印纸箱包装行业。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为准，详见《规
划条件通知书》。

序号 地块编号 地块位置 地块面积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年限 有无底价 起始价（万元） 增价幅度（万元/次） 保证金（万元）

1 SQ2018-18
沙北产业集聚区槐园
路北侧

40000㎡
（合60亩）

工业
用地

>1 >60% <15% 50年 有 916

2 SQ2017-26 沙南产业集聚区 60041㎡
（合90.0615亩） 有 1366

19 916

136628工业
用地

>1 >60% <15% 50年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以及长葛轩
辕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西藏玉山
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我行已依法将对长葛市双
众食业有限公司、张敏、郁春艳、长葛
市华宇盛达机械有限公司、杨会营、周
淑君、长葛市金和商用混凝土有限公
司、张培敏、张志强享有的编号为
2014轩辕营业部（借）字第258号《企
业借款合同》所及的全部债权转让给
西藏玉山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现
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各借款人和担保
人，请各借款人和担保人向西藏玉山
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清偿债务。特
此公告。

长葛轩辕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6月8日

债权转让通知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2018
年6月15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拍卖厅
依法公开拍卖北京现代轿车一辆，牌照号
豫EA0616，登记日期2006年4月,手续齐
全，车况较好。

有意竞买者，请将竞买保证金1万元
交到指定账户。展示时间：公告后拍卖
前 ；展示地点：文昌大道世贸中心 ；本公
司地址：安阳市紫薇大道东段安泰苑物业
楼；咨询电话：5953488；13937228785。

安阳市宏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6月8日

拍卖公告
安宏拍字[2018]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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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梁园区法院执行法官艰难地执行
回来一笔 5.2万元的执行款。谁知道打电话
通知远在上海的申请人前来领钱时，对方却
坚定地认为是诈骗电话。法官5天打了20多
个电话，每次都争取在对方挂断电话前耐心
解释几句，终于使对方相信了他的话。

申请人朱女士说，她真的非常吃惊，没想
到这笔她几乎已经放弃了的钱，竟然真要回
来了。6月 6日，朱女士来到河南，领取了这
笔执行款。

2007 年 9 月，靳某向朱女士借款 10 万
元，并出具欠条一张，注明“因工作需要暂借
朱某 10万元，用于业务开展需要，也可用为

股份入股分红，若业务无扩展，3 年还清本
金，不计利息”。后来，靳某的公司没有实质
运行，朱女士拿回5.6万元借款，剩余4.4万元
靳某一直未还。

2012 年，朱女士就欠款纠纷在上海起
诉，靳某提出管辖异议，声称自己已返回河
南。朱女士又到商丘市梁园区法院起诉，法
院一审判决靳某偿还欠款，靳某不服上诉，二
审维持原判。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由于靳某所提供
的地址是虚假信息，一直找不到人。依据相
关法律规定，执行法官将靳某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因为申请人远在上海，无法及时
提供信息，致使案件进展困难，法官数次执行
都以无果告终。

“已经过去几年时间了，我本来对这笔钱

已经不抱希望了。”朱女士说。
但是，执行法官没有放弃。
今年在开展执行风暴活动过程中，法官

得到靳某的线索，成功找到人。执行法官耐
心地做靳某的思想工作，但其坚持不还款。
法官告知其如果再不还款将会被拘留，靳某
这才偿还了这笔欠了几年的欠款及利息。

执行有了结果，法官却在通知申请人到
法院领款时遇到了难题。

“一听是法院让去领钱的，我就觉得是骗
子，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后来法官一次次
地打电话，不厌其烦地解释，我才渐渐相信
了。骗子哪会这么执着，非逮着我一个人骗
啊？”朱女士专程从上海过来领执行款，说一
定要当面感谢一下执行法官，也要为当初自
己不友善的态度表示歉意。

昨日，渑池县检察院检察官走
进渑池县仰韶学校，开展送法进校
园活动。

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松伟 广
忠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王建芳）为进一步增强公众环
境意识，营造全民参与、人人行动的良好社会氛围，6
月6日上午，郑州市环保局和郑州市妇联联合开展环保
宣传活动，共同助力美丽中国和美丽郑州建设。

活动第一站走进位于中原区西站路上的馨怡家园小
区，这里活跃着一支绿色的队伍——“绿城妈妈”社区环保
服务队。“绿城妈妈”项目是郑州市政府实事项目，以专业化
指导、群众性参与、社会化普及为原则，在全市100个社区宣
传引导家庭参与绿色环保行动。

“绿城妈妈”们在她们的专属活动室里，利用厨余垃圾制
作环保酵素。此外，她们还进行了芽菜种植、手工皂制作、废
旧物品再利用等活动，积极倡导绿色环保家庭新概念。

活动的第二站是郑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在
这里，前来参加活动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参观了未
成年人安全自救自护教育基地垃圾分类和
低碳生活展览。

倡导低碳生活
共建绿色家园

宜阳县法院：“一性两化”催生新变化

□郎松涛 贺静丽

□记者 何永刚 通讯员 王建华

催领执行款
法官打了20多个电话

“喂，您好！这
里是商丘市梁园区法
院，您有一笔执行款，
请及时领取……”

“骗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