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平专版

HENAN LEGAL DAILY

09

责任编辑 吴 倩 王 东 校对 孟杰曼
E-mail:tianpingzhuanban@163.com
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办

2018/06/14

执行攻坚 河南法院 实招多
本报讯（首席记者 吴倩 记者 王
东 通讯员 杨亚菲 马源）6 月 12 日上
午，省法院执行局一庭庭长吕达等一
行，到许昌市中级法院调研指导执行工
作。许昌市中级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
局长宋世旭及该院执行局各部门负责
人，各基层法院执行局局长、相关干警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王泓毓 吴佳茹）获嘉县法院拓宽执行
渠道，以提取被执行人住房公积金的
方式成功执结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
案，
执行案款 8 万元一次性到位。
宋某诉郭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在诉讼中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但调解
书生效后被执行人郭某未按照调解书

省法院到许昌市中级法院督导执行工作

参加座谈会。
吕达传达了省院巡查组执行巡视
工作精神，重点检查最高法院督办和领
导 交 办 信 访 案 件 的 办 理 情 况 ，督 导
2018 年 首 批 挂 牌 督 办 涉 民 生 案 件 办
理，并指导执行转破产工作。两级法院
负责人分别汇报了相关案件进展情况，

2 强制执行

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

1 上级督导

“法院革新”

表示将按照省法院要求尽快办结。吕
达说，各院要高度重视执行信访案件办
理工作，
多措并举及时化解矛盾。
吕达肯定了许昌法院执行转破产
工作做法，强调对符合终结本次执行程
序的相关案件，要依照法定程序尽快
结案，
妥善利用执转破程序消解积案。

看成效

网上立案真方便！
本报讯（首席记者 吴倩 记者 王东 通
讯员 任薪）
“快看，今天一天就有当事人在网
上立案申请了 26 件案件！”昨日，在新密市法
院立案大厅，负责网上立案审核的干警看到
“26”的数字后惊讶地说。
新密市青屏街法律服务所所长赵韶松表
示，河南法院推出的网上诉讼服务平台特别
好，
方便了当事人包括律师、
法律服务者。首
先是证据方面，网站会提示需要准备的证据
类型，方便提前搜集，还不用复印材料，拍照
上传就行，
既高效又环保；
其次对于常见的交
通事故类案件，
网上立案后，
保险公司就能看
到，
便于提前审核保险等资料，
有助于开庭调
解，也节省了提交证据、交换证据和质证环
节；最后，网上立案申请被法院审核通过后，
可以直接通过网上支付，而且支付途径也比
较多，
支付完成后有电子回单，
不用再去法院
要票据，
非常方便。

提取住房公积金 获嘉县法院执结借贷案

履行义务，申请人宋某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该执行案件立案之后，
承办法官经
过调查，发现郭某是一名企业职工，多
年前就缴存了住房公积金。考虑到该
案执行标的较大，如每月扣划工资收
入，
需要较长时间。法官与被执行人郭
某沟通后，
郭某同意一次性提取住房公

积金来偿还所欠债务。案件承办法官
通过新乡市中级法院与新乡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进行协商，
征得郭某同意
后，
提取了郭某的住房公积金。
接到通知后，案件承办法官立即
前往新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顺
利将郭某住房公积金账户中 8 万元扣
划到执行款账户，
案件成功执结。

别开生面法治课

3 发放案款

本报讯 为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保护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
近日，
漯河市召陵区法院少
年庭庭长王海华来到召陵区青年中学，为学
校师生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法治教育课。同
时，
王海华被聘为青年中学法制副校长。
报告会上，王海华以“法律与我们同行”
为题，结合自身的工作实践和近年来发生的
典型案例，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和课堂交流
互动的方式，告诉学生们什么事是违法的，
后果是什么，引导大家要培养遵纪守法意
识，约束日常行为，加强自我防范，真正做到
远离违法犯罪。最后，王海华还向同学们发
放了法治安全教育手册。
（袁刻攀 王文博）

6 月 6 日，三门峡市湖
滨区法院举行涉民生案件
执行案款集中发放仪式，
20 名企业工人、近百名农
民工的代表共计 40 余人，
领到了期盼已久的劳动报
酬共计 244.65 万余元。现
场，申请执行人代表喜笑
颜开并纷纷跷起大拇指为
该院执行工作点赞。
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陈华 张传新 摄影报道

□
“走进法庭”
学法规

4 司法拘留
儿子态度恶劣拒不履行被拘留
母亲主动还款求和解

中牟县法院一审公开开庭
审理一起非法集资犯罪案件

非法集资上亿元
非法集资
十被告昨日受
十被告昨
日受审
审

本报讯 6 月 4 日下午，
栾川县法院
执行法官将被执行人陈某拘传至法院，
因陈某仍拒不履行义务且态度恶劣，
该
院决定对其采取司法拘留 15 天的强
制措施。
2018 年 4 月，申请人张某与
被执行人陈某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在栾川县法院立案执行，
标的 3.7 万元。执行法官接
到此案件后，多次与被执行
人陈某联系让其到执行局
庭审现场
接受询问，但陈某经常以
不在家或者以敷衍的态
昨日9时许，
中牟县法院公开开庭审
定利息，借款方为郑州某置业有限公
度 对 待 ，一 直 不 与 执 行
理张某等10人涉嫌非法集资犯罪案。
司，担保方为某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
法 官 见 面。在拘留过程
公诉机关称，
某国际投资担保有限
司。后因经营不善等原因，资金链断
中，陈某拒绝配合执行干
公司中牟业务部被告人张某伙同被告
裂，2015 年 3 月份以后，借款合同陆续
警执行，
并且表明
“就是有
人朱某、徐某、宋某、王某、朱某、衡某、 到期，
某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中牟业
钱也不还”的态度。送拘
韩某、赵某、衡某等自 2013 年 10 月份
务部不再给储户支付利息，
且不归还本
途中，执行法官告知陈某
以来，公开对外宣传，为储户提供担
金。经统计，该案涉及未结清客户 400
若 15 日内不履行义务，
将以
保，签订借款合同，向社会上不特定
多人，
未兑付资金1亿余元。
拒执罪追究其法律责任。
人员吸收存款，
并向储户按月支付固
庭审持续至下午，
案件择日宣判。
6 月 5 日，迫于法律威严，
被执行人陈某的母亲主动来到
法官提醒
栾川县法院找到执行法官，
表明
自己愿意为其儿子担保，并且带
主审法官冉满仓提醒市民，非法集资活动以高回报为诱饵，
来 1.5 万元打入法院账户，
余下款
以骗取资金为目的，破坏了金融秩序，使受害者损失惨重，希望
项经和申请人协商达成执行和
广大市民投资一定要理性，莫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也许它
解协议，
分期分批偿还，
此案
就是美化过的“陷阱”
。
件圆满执结。 （王建波）

庭审现场

●法官提醒：
市民投资要理性 擦亮双眼勿受骗

□首席记者 吴倩 记者 王东 实习生 蒋子成 通讯员 闫晗/文图
学法规

民间借贷中，
哪些利息不用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
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
超过年利率 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
若双方约定的借款利息超过了年利率 36%，就是高利贷。高利
贷违法，情节严重的甚至有可能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高利转
贷罪等刑法罪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高利贷的利息分以下三种情况处理：
1.双方约定借款利息的未超过年利率 24%的部分利息，受到法
律保护，借款人应当偿还；2.超过年利率 24%但未超过 36%的部分，借
款人未偿还但出借人要求偿还的，法院不予支持，若是这部分利息
已经偿还，则不予返还；3.超过年利率 36%的部分，法律不予保护，借
款人要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这部分利息，法院应予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