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以来，债务人欠债不还、不守信用、规避执行成为一
种社会顽疾。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等法律文书生效后，相当一
部分债务人罔顾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威，不仅不自觉履行义务，
而且通过各种手段对抗执行，扰乱正常市场经济秩序，影响了
司法的公信力，破坏了“诚实守约”的社会风尚。社旗县人民

法院依照有关规定，联合社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原社旗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公布一批涉金融案件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对其予以信用惩戒，同时向公安边防、工商、房管、
国土、建设规划、民航、高铁等行政主管部门以及银行等金融
机构和招投标单位予以通报，由相关部门对其在行政审批、融

资信贷、市场准入、招标投标、出境，乘坐飞机、高铁等方面给
予限制，并请全社会对其进行监督。如发现下列失信被执行
人有违反限制高消费令行为或发现财产线索的，请向社旗县
人民法院举报，如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坚决依法追
究其刑事责任。举报电话：0377—67965626。

常勇 性别：男
身份证号：4113291982xxxx1332
家庭住址：社旗县赊店镇西山货街
24号
执行案号：（2017）豫1327执876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49.865万元

文书平 性别：男
身份证号：4113271966xxxx5314
家庭住址：社旗县下洼乡高庄村
大文庄
执行案号：(2014)社执字第120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3万元

陈静 性别：女
身份证号：4129281977 xxxx 0024
家庭住址：社旗县赊店镇二道胡同
34号
执行案号：（2014）社执字第207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9万元

贺萌 性别：女
身份证号：4113291990 xxxx 3520
家庭住址：社旗县苗店镇老贺庄
村小贺庄
执行案号：（2014）社执字第236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3万元

李伟台 性别：男
身份证号：4113291980 xxxx 4136
家庭住址：社旗县饶良镇刘岗村大
李庄23号
执行案号：（2015）社执字第013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5万元

周金林 性别：男
身份证号：4113291981 xxxx 0039
家庭住址：社旗县赊店镇周庄村3
组52号
执行案号：（2015）社执字第112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5万元

郑玉松 性别：男
身份证号：4129281974 xxxx 3113
家庭住址：社旗县郝寨镇郑庄村小
黄庄
执行案号：（2015）社执字第116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4.5万元

赵自栓 性别：女
身份证号：4129281974 xxxx 3143
家庭住址：社旗县郝寨镇郑庄村小
黄庄
执行案号：（2015）社执字第116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4.5万元

余长云 性别：女
身份证号：4129321968xxxx3220
家庭住址：桐柏县吴城镇邓庄村下
武庄56号
执行案号：（2018）豫1327执205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182.15万元

刁琦 性别：男
身份证号：4113291986 xxxx 0711
家庭住址：社旗县唐庄乡漫流寨
村焦庄
执行案号：（2015）社执字第138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10万元

刘兴河 性别：男
身份证号：4113291989 xxxx 1355
家庭住址：社旗县大冯营镇吕营村
茨园
执行案号：（2015）社执字第158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18万元

张朝霞 性别：女
身份证号：4113221988 xxxx 2981
家庭住址：方城县博望镇王张楼村
大罗庄4号
执行案号：（2015）社执字第158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18万元

李保彦 性别：男
身份证号：4129281971 xxxx 133X
家庭住址：社旗县大冯营镇党庄村
李模
执行案号：（2015）社执字第178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5万元

陈兆宝 性别：男
身份证号：4113291981 xxxx 1318
家庭住址：社旗县大冯营镇党庄
村西马岗
执行案号：（2015）社执字第178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5万元

孙丽娜 性别：女
身份证号：4113291982 xxxx 1341
家庭住址：社旗县大冯营镇党庄
村西马岗
执行案号：（2015）社执字第178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5万元

赵荣欣 性别：男
身份证号：4113291961 xxxx 0011
家庭住址：社旗县赊店镇中兴隆
街15号
执行案号：（2015）社执字第180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4万元

张家庆 性别：男
身份证号：4129281971 xxxx 1310
家庭住址：社旗县大冯营乡张营村
张营
执行案号：（2015）社执字第182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5万元

崇志尚 性别：男
身份证号：4129281969 xxxx 1394
家庭住址：社旗县大冯营乡张营
村张营
执行案号：（2015）社执字第182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5万元

乔志军 性别：男
身份证号：4129281972 xxxx 1313
家庭住址：社旗县大冯营乡张营
村张营
执行案号：（2015）社执字第182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5万元

刘哲 性别：男
身份证号：4129281967 xxxx 0058
家庭住址：社旗县赊店镇北兴隆街
132号附15号
执行案号：（2015）社执字第198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10万元

朱振兰 性别：女
身份证号：4129281968 xxxx 3148
家庭住址：社旗县郝寨镇胡里村后
岗
执行案号：（2015）社执字第258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4.5万元

王广坡 性别：男
身份证号：4129281971 xxxx 2259
家庭住址：社旗县李店镇青台村7
组99号
执行案号：（2015）社执字第258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4.5万元

余清云 性别：女
身份证号：4129281972 xxxx 2249
家庭住址：社旗县李店镇青台村7
组100号
执行案号：（2015）社执字第258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4.5万元

李伟举 性别：男
身份证号：4129281976 xxxx 4116
家庭住址：社旗县饶良镇刘岗村大
李庄23号
执行案号：（2016）豫1327执87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5万元

刘帆 性别：女
身份证号：4113291991 xxxx 0320
家庭住址：社旗县城郊乡河南街村
9组
执行案号：（2016）豫1327执88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30万元

华旭 性别：男
身份证号：4113031986 xxxx 5517
家庭住址：南阳市卧龙区陆营镇杨
庄营村杨庄营13组
执行案号：（2016）豫1327执88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30万元

卢安彬 性别：男
身份证号：4113291987 xxxx 0050
家庭住址：社旗县赊店镇中骡店街
33号
执行案号：（2016）豫1327执88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30万元

张玉静 性别：女
身份证号：4129281971 xxxx 4426
家庭住址：社旗县朱集镇王枣庄村
王枣庄2组176号
执行案号：（2016）豫1327执315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4万元

王怀东 性别：男
身份证号：4129281968 xxxx 4417
家庭住址：社旗县朱集镇王枣庄村
王枣庄2组177号
执行案号：（2016）豫1327执315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4万元

王朝阳 性别：男
身份证号：4129281976 xxxx 4538
家庭住址：社旗县朱集镇王枣庄
村王枣庄1组426号
执行案号：（2016）豫1327执315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4万元

王杰 性别：男
身份证号：4113291990 xxxx 1937
家庭住址：社旗县李店镇贾桥村湾
常57号
执行案号：（2016）豫1327执316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10万元

张萌 性别：男
身份证号：4113291988 xxxx 003X
家庭住址：社旗县赊店镇五魁场街
8号附6号
执行案号：（2016）豫1327执316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10万元

豆蒙 性别：男
身份证号：4113291990 xxxx 3515
家庭住址：社旗县苗店镇赵岗村豆
庄53号
执行案号：（2016）豫1327执317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20万元

朱淼 性别：女
身份证号：4113291987 xxxx 0043
家庭住址：社旗县赊店镇福寿街6
号
执行案号：（2016）豫1327执317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20万元

张强 性别：男
身份证号：4113291988 xxxx 5288
家庭住址：社旗县兴隆街张刚村新
同楼29号
执行案号：（2016）豫1327执317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20万元

李晓龙 性别：男
身份证号：4113291988 xxxx 101X
家庭住址：社旗县桥头镇何营村郭
楼143号
执行案号：（2017）豫1327执456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20万元

杨晓 性别：男
身份证号：4129281974 xxxx 0013
家庭住址：社旗县赊店镇新兴街34
号
执行案号：（2017）豫1327执878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80万元

刘文琴 性别：女
身份证号：4129281977 xxxx 0045
家庭住址：社旗县赊店镇红旗路
21号
执行案号：（2017）豫1327执878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80万元

秦立闯 性别：男
身份证号：4113291983 xxxx 2857
家庭住址：社旗县兴隆镇罗庄村塔
前144号
执行案号：（2017）豫1327执880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30万元

葛德霸 性别：男
身份证号：4113291983 xxxx 3159
家庭住址：社旗县郝寨镇李洼村
街西
执行案号：（2017）豫1327执879号
未偿还社旗农商银行贷款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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