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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舆县法院执结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本报讯 8月 2日，被执行人赵某得知

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利害关系后，主
动找到执行干警，履行了法院判决义务。

原告某银行诉被告赵某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经平舆县法院开庭审理判决，被
告赵某付清原告某银行贷款本金5万元及
利息。判决生效后，赵某一直没有履行。

案件执行过程中，赵某长期在外地工
作，执行干警无法与赵某取得联系，经查
询，赵某名下有汽车一辆和不足额的存款，
平舆县法院依法查封该车辆、冻结赵某名
下存款，并取得了赵某的联系方式，向其告
知拒不履行法院判决义务的后果。此时才
意识到事情严重性的赵某主动来到法院缴
纳了执行款，履行了判决义务。

（李 凯）
4小时蹲守 申请人笑了

本报讯 8月2日，偃师市法院执行干警
冒着酷暑坚守在执行岗位的第一线。当天
中午，执行干警通过4个小时的蹲守，成功将
刻意规避执行的张某予以强制带回。

马某诉张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偃
师市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
协议，所欠货款由张某于2017年分两次履
行完毕。然而张某自己达成的协议却拒不
按照协议内容如期履行，马某于 2018年 4
月20日申请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期间，申请人马某提供执行
线索，称被执行人张某就住在偃师市某小
区，但是却提供不出具体的住址。为了促
使案件的执行，执行干警 8月 2日上午 11
点即奔赴该小区，顶着烈日蹲守在小区门

口，直至下午3点物业刚一上班，询问到被
执行人张某的具体住所后，执行干警顺利
将被执行人张某强制带至法院。

在法院庄严的执行办案中心，张某赶
紧给家人打电话，下午6点，张某的妻子将
执行款如数交至法院。 （张军营）

炎炎烈日步伐紧 风风火火执行快
本报讯 张某因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将段某诉至洛阳市高新区法院。案
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段某故意躲避不见。
近日，执行法官接到线索，段某名下的车
辆在一小区附近出现。虽然酷暑难耐，但
执行干警仍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将段某
车辆扣押。这下，段某慌了神，赶紧与执
行法官联系，最终案件顺利执结。

为确保如期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
这场硬仗，今年以来，洛阳市高新区法院
全体干警放弃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坚持工
作。炎炎烈日下，有他们为案件奔波的汗
水；夜半人静时，有他们埋头伏案梳理案
件的背影；万家团聚时，依然有他们走在
执行路上的身影。 （李朦朦）

为躲避执行 他将户口注销
本报讯 家住永城市的代某某为躲避

法院执行，竟然将在永城市的身份信息注
销，导致无法对其采取查控等一系列强制
措施。近日，永城市法院执行干警 冒着38
摄氏度的高温，前往代某某原住地——夏
邑县。在该县郭店乡派出所查询到代某
某相关信息后，立即对代某某采取了网络
查控措施。第二天，代某某主动打电话要
求履行还款义务，案件顺利执结。

（李莹 何磊）
温情执法感动“老赖”

本报讯 8 月 10 日刚上班，永城市法
院执行干警就接到申请执行人温某的举
报，说欠账不还的张某正在某水塘边。执
行干警欲将张某拘传至法院时，发现房间
里还有一名七八岁的孩子，经询问系张某
之子，因其妻子外出打工，孩子暑假和张
某一起生活。为安全起见，执行干警将张

某与其子一同接到法院，并妥善安置孩子
的生活起居。执行干警的举动，让张某感
动万分，他及时联系了家人及亲友将欠款
2.2 万元交到法院，还向执行干警连声道
谢。 （李莹 陈闽生）

狠抓党建打造过硬政法队伍
本报讯 新乡市牧野区法院始终把党

建工作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严格落实党建
主体责任，结合“两学一做”，确保全体干警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经济上的“干净人”、
作风上的“正派人”,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坚
定、素质过硬的政法队伍。 （任雪冰）

普法宣传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本报讯 新乡市牧野区法院将普法宣

传教育作为重点工作，目前，该院连续开
展10余次集中宣传活动，累计发放各种宣
传资料5万余份。先后召开两次新闻发布
会，向社会通报涉农维权和家事审判改革
情况，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陈维萍）
立案仅十天 喜领执行款

本报讯“你们是真心为民的好法官，
我谢谢你们！”8月7日，立案仅仅10天，喜
领执行款的王某喜极而泣，连声向淇县法
院法官道谢。

原来，一年前，崔某驾驶电动车与行
人王某相撞，造成王某手指骨折、多处软
组织挫伤，王某受伤住院治疗，崔某支付
一万元医药费后，再未露面。经公安交通
部门事故认定，崔某承担该事故的全部责
任。因崔某拒不支付剩下的医药费用，王
某向法院提起诉讼，经法院审理，判决崔
某赔偿王某各项损失8000余元（已支付的
1万元已扣除）。后王某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执行过程中，法官按照申请人提供电
话联系崔某，崔某得知是执行法官，便再
也不接电话。执行法官只好张贴传票，催
促履行。受到震慑的崔某终于现身，当场
联系家属送来8000余元案款，双方案结事
了。 （董松威）

上蔡县委组织召开全县公益诉讼工作会议
本报讯 近日，上蔡县委组织召开全县公益诉

讼工作会议，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县纪
委监察委、县法院有关领导，县直各单位、各乡镇
（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人，政法单位部分干警，各
局委部分干部，各村委部分干部500余人参加了会
议。会议宣读了《中共上蔡县委关于支持检察机
关提起公益诉讼工作的意见》《上蔡县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
工作的决定》《中共上蔡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上蔡
县监察委员会、上蔡县人民检察院关于在公益诉
讼领域建立协作配合机制的意见》。该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闫宝就公益诉讼工作开展情况及下一
步工作打算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述。县委领导充
分肯定了检察院公益诉讼所取得的成绩，并对下
一步如何做好公益诉讼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此
次会议的召开，充分体现了上蔡县四大班子对检
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为
上蔡县检察院公益诉讼工作的扎实有序开展提供
了有力保障。 （许鸿飞 朱玉换）

汝阳县规划办主动上门为企业服务
本报讯 8 月 7 日，汝阳县规划办主任靳振宇

带领业务人员和测绘公司人员到该县产业集聚
区，为中电建（洛阳）装配式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绿
色建材项目开展规划业务服务工作。

中电建（洛阳）装配式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绿色
建材项目占地550亩，总投资16亿元，拟建设成集
装配式建筑、装配式市政构件、钢结构、装修装饰
于一体的全国示范性装配式建筑部件生产基地。
该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利税1000万元，提供就业
岗位 500余个。该项目是汝阳县引进的新型建材
生产销售产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良好的发
展前景。

在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会议室，靳振宇召开了协
调会，就项目前期规划审批事项，与陶营镇、产业集
聚区的主要领导和中电建总工等人员进行交流，提
出了具体方案。靳振宇还听取了项目建设存在的问
题，就具体事项进行了沟通和协调，指出各相关单位
要互相配合，为企业做好服务工作。随后共同对项
目现场进行了踏勘，要求测绘公司尽快放线，划定位
置坐标，以便项目尽快开工。 （常向阳潘星）

本报讯 检察机关转隶任务完成
后，如何进一步凝聚人心，聚焦主责
主业，充分发挥党支部和党员的战斗
堡垒和模范作用，唐河县检察院在整
顿纪律作风的同时，为确保干警思想
不滑坡，工作不掉队，从今年 1 月开
始，开展了以“党员亮身份、依岗亮
承诺、服务亮形象”和“干警评党员、
党员评支部、支部评党组”为主要内
容的“三亮三评”活动。

全院各支部和全体党员干警结合
各自工作岗位，将党员的姓名、职务、
工作职责和承诺制成了公示牌予以公

开，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全体党员佩
戴党徽、党员胸卡、摆放共产党员标示
牌,将身份亮在服务岗位上,将身份亮
在服务对象面前，与此同时，通过召开
评议会、设置意见箱、发放征求意见表
等形式，对党员进行评星定级。开展
先进典型和“十大标兵”评选活动，对
评定的先进典型和“十大标兵”进行表
彰，让他们做先进事迹报告会，用身边
的人身边的事现身说法确保党员形象

“靓”起来，真正实现“一名党员就是一
面旗帜”。

立足检察工作实际,引导党员干

警参加一个志愿者服务队、帮扶一户
困难群众、提出一条好建议、办成一
件实事好事、当好一名法律宣传员，
促进干警作风的转变和服务形象的
提升。79 名党员干警先后深入黑龙
镇赵庄等 3 个贫困帮扶村，走访困难
群众 156 户 400 余人，整理归纳了关
于留守儿童家庭、五保户、涉法涉诉
等意见建议 70 件，帮助村民解决实
际问题 134 件，为 3 个村党支部理清
发展思路 23 条、修订完善规章制度
17 项。

（牛凌云 岳峰）

8月3日21时，新
郑 市 保 安 服 务 公 司

“110”联网报警中心突
然接到陶文路为民门
窗店的报警信息，收到
指令的公司技防部出
警巡查中队 5 分钟内
到达现场，发现店内浓
烟滚滚，火势渐起，队员迅
速拨打了“119”报警电话。
因为发现及时，处置果断，
使客户的损失降到了最

低。近日，该商店负责人史
卫民夫妇专程来到公司赠
送锦旗表示感谢。

高土生摄影报道

近日，新乡市公安局收到一封感谢
信，信封上用黑色记号笔醒目地写着一句
留言：“感谢信务必送达。”

这封信是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写
的，主要感谢民警王保军奔波数千里寻找
该校一名女生的事儿。

2017年5月1日，五一小长假期间，高
某离开了学校，5月4日，高某以生病为由
向老师请假，并向老师发送了一张彩超化
验单子的照片。6月份，高某依然没有返
校，并将所有老师同学、亲戚朋友的联系
方式拉黑。

2017年 7月，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到新乡市公安局纬五路分局请求帮助。
了解情况后，该局主要领导立即安排部

署，全力开展寻查工作，经过大量信息的
分析研判，发现高某极有可能在陕西省宝
鸡市。王保军立即前往宝鸡查找，经过一
系列的调查，发现高某跟传销人员王某、
胡某来往频繁，并且高某来陕西省宝鸡市
就是找胡某，断定高某极有可能误入传销
组织。王保军在宝鸡市昼夜不停，经过10
余天的查找始终没有发现高某的任何踪
迹。后来，高某的父亲通过微信与高某取
得了联系，高某称自己知道民警在找她，
她在打工挣钱，不想上学，让其父母给学
校请假。高某的父母为其办理了休学一
年的手续。

时间一天天过去，但高某的情况始终
牵动着民警的心。

2018 年 6 月初，高某依然没有返校，
高某的父母再次向警方求助，得知情况
后，已经调离原单位的王保军由于人熟
情况熟，再次踏上了寻找高某的路途。

经过大量的工作，王保军仅仅得知
高某转移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消
息。在信息如此少的情况下，找人无疑
是大海捞针，尽管如此，王保军仍连夜赶
往呼和浩特市，在当地警方的支持下，王
保军查找了多个传销窝点，但始终没有
发现高某的踪迹。经过大量的走访调
查，民警得知高某曾去一个菜市场买菜，
便立即调取沿途监控，循线追踪，最终锁
定了高某居住的大概位置，民警一边蹲
守，一边寻找其他有价值的线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昼夜追寻，6
月 23 日下午，民警得知高某与其他传
销人员再次前往菜市场买菜，王保军
立即赶往菜市场，并将高某等4名传
销人员当场控制，并将高某亲手交
给了其父母。

一年来，为了寻找高某，王
保军奔波数千公里，其间，还
成功解救了另一名被骗入传
销组织的人员宋某，并协助
当地有关单位端掉了多
个传销窝点。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赵爱
伟/供稿

“三亮三评”搞起来 党员干警“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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