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顶山市宏胜选煤有限公司：
本会受理的平顶山市华辰石龙区供

电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供用电合同纠纷一
案〔案号：平仲裁字（2018）第145号〕，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
申请书副本、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
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当事人送达
地址确认书。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本会（平顶山市新城区祥云路与大
香山路交叉口西北角中房集团二楼）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仲裁庭
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报请本会主
任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审理。本案定
于2019年1月30日9：00在本会仲裁庭
开庭审理，如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将依法
缺席审理。

平顶山仲裁委员会
2018年11月5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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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法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
通讯员 芦萍 崔建涛）几个月前，许昌市
一被执行人李某与申请人周某达成和解
协议后，未如约履行。几个月后，李某为
自己的言而无信付出了巨大代价。10月
31日，该男子名下房产被拍卖后，在申请
人的要求下，全额履行了 35 万余元的执
行款。

李某与周某是同班同学，关系较好，
2013年，李某以做生意为由，向周某借款
20万元，双方约定月息2分。后因李某迟
迟不能归还借款，周某无奈起诉，诉讼期

间，周某申请法院保全了李某住房。2017
年12月，许昌市魏都区法院审理此案后，
判决李某及其妻子归还周某20万元借款
及利息，但李某仍未履行判决。

2018 年 5 月，此案进入执行程序，负
责执行此案的执行法官找到李某，告知其
房屋已被法院查封，若李某不履行执行义
务，房屋将会被拍卖。在执行法官释法说
理下，李某承诺一定还款。后在执行法官
主持调解下，周某出于往日同学情谊，同
意若李某于8月底前归还借款，则只要20
万元本金，放弃共计15万余元的利息。

按说周某能放弃这么多利息，李某理
应积极主动筹款，但其对执行法官与周某
避而不见，企图躲避履行还款义务。

看到李某的态度，周某坚决要求李
某按照法律规定全额还款，随后李某的
房屋被评估挂拍。

10 月 15 日，李某的住房被网拍成
交。因周某不愿再让步，法院经计算，依
法扣划35万余元付给周某。从双方商定
的8月底还款20万元到两个月后还款35
万余元，李某为他的言而无信付出了代
价。

本报信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周惠
通讯员 段祖号）开豪车、住别墅，被执行
人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面临法律严
惩时虽迫于压力履行了义务，但仍需对
自己的拒执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近日，
光山县法院以闵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2017年1月，从事个体经营的闵某向
汪某借款 150 万元，在偿还了 25 万元之
后，再未还款。多次讨要未果后，汪某一
纸诉状将闵某告上法庭。庭审中，闵某

对借款的事实予以认可，经过审理，光山
县法院依法判决闵某赔偿汪某 125 万元
借款。

判决生效后，汪某没有收到闵某的
任何赔偿，于是便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18年1月，光山县法院向闵某送达
了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限制高消费
令等法律文书，责令其履行义务，但闵某
置若罔闻。在执行过程中，闵某一直外
出规避执行。经多方查证，闵某住高档
别墅，开高级轿车，且在银行有交易流

水，实属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
3月，光山县法院对闵某拒不申报财

产的行为罚款 2000 元，但闵某仍拒不履
行义务。同年5月，汪某向光山县法院提
起刑事自诉。因拒执情节严重，该院决
定对闵某实施逮捕并进行网上追逃。法
律重压之下，闵某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
重性，主动投案，并很快履行了判决确定
的义务。

近日，光山县法院以闵某犯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洛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郭
富昌 特约记者 常向阳 通讯员 谢文
灵）近日，孟津县小浪底镇一名 22 岁女
子因网贷无力偿还，产生了轻生念
头。好在当地派出所民警及时赶到现
场，将其救下。

近日的一天 14 时 25 分，孟津县公
安局小浪底派出所接到 110 指令，称在
小浪底景区南大门刘庄村附近有一女
子要跳崖。值班民警黄志明等迅速驱
车赶往现场。

在刘庄村的一处悬崖边，民警找到
了欲轻生的女子李某，李某所站立的位
置，三面无靠，形如孤岛，李某身后则是
高约四十米的悬崖，崖下尽是裸露的大
石块。“麻烦你们给我爸妈捎个话，我不
想活了。”李某边说边取下身上饰品放
进身旁的包内，并拒绝民警靠近。为防
止事态恶化，民警在对李某耐心劝说开
导的同时，寻找有利时机开展救助。

14时 55分，李某的电话突然响起，
李某干脆把电话扔给民警要求代接，黄
志明当机立断趁机迅速上前，一把拉住
了女子，并将其带至派出所。

经了解，年仅 22 岁的李某，长期在
洛阳市区生活，因网贷无力偿还遂产生
轻生的念头。民警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经过一番安抚，李某情绪慢慢平稳，
最终放弃了轻生念头。随后，民警联系
李某家属将其带回家中照顾。

本报开封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
东 特约记者 李梦华）明明接到报警
称有人贩卖文物，转眼间成了爱心捐
赠，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要从一
场误会说起。出于保护文物的想法，
群 众 警 惕 性 高 报 了 警 ，民 警 不 敢 懈
怠，几经调查求证，终于弄清真相。

“喂，110 吗？五倾四新村东南角
有 人 贩 卖 文 物 ！”10 月 26 日 10 时 50
分，开封市公安局接到了群众举报，
立即指派金明池派出所出警。该所
民警侯杰、邓慧满迅速赶往现场进行
走访调查，报警的货车司机称其正在
路边等活时，一男子上前问其有个运
送木箱的活干不干。双方约定了价
位和地点后，该货车司机便自行将路
边的木箱送到了五倾四新村东南角
的一仓库门口，出于好奇，通过仓库
门缝看了一眼，发现仓库内摆放了很
多石碑和石像，疑似文物，考虑到有
人可能在贩卖文物，遂立即报了警。

了解情况后，侯杰和邓慧满第一
时间保护好现场，同时向该所领导及
市文物局反映此事，所领导听闻此事
后，立即派民警前往增援。在等待文
物局工作人员前来鉴定文物价值的
同时，民警奔走于仓库周边，对附近
群众进行走访调查，并通过村干部联
系到了仓库的主人，却被告知此仓库
被人租赁了。几经辗转，民警联系到
了仓库租赁者，说明情况后要求其前
往现场配合调查，然而仓库租赁者迟
迟未到。民警更感觉蹊跷，为了保护
现场，一直未离去，直到当日 14 时 30
分，仓库租赁者才赶来。

面对民警的询问，仓库租赁者称
其是开封市某文化有限公司的区域
负责人，仓库里的文物系公司向开封
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无偿
捐赠的物品。为了慎重起见，民警立
即联系了开封市文物局的执法大队
人员，执法人员赶到现场后，对仓库
内的物品进行了勘查，并通知开封市
某文化有限公司提供此仓库内所有
物品的捐赠手续。当日 15 时 30 分，开
封市某文化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和市
政府相关领导来到现场，并出示了捐
赠物品的协议以及物品清单。原来，
这些物品均为开封市某文化有限公
司负责人在拍卖会上所得或者自己
祖辈相传下来的物品，已无偿捐赠给
了开封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在得到一系列的证实，民警查证
了仓库内的物品来源和去向后，才算
松了一口气，对所有的物品证明取证
后方离开现场。

言而无信“老赖”付出代价

“贩卖文物”？
原来是爱心捐赠

无力偿还网贷欲跳崖
民警及时赶到救一命

▲连日来，卫辉警方深入开展矛盾
纠纷大排查大化解活动。基层各单位
进村入户、进企业下厂矿、巡逻街头、深
入田间地头，摸排辖区矛盾纠纷线索，
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图为卫辉市公安

局孙杏派出所民警陈中华、辅警王志文
深入辖区一企业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工作。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邢
露文摄影报道

无视法律难逃法律责任

“老赖”！看你往哪逃

▶连日来，淇县公安局组织民警开
展进社区、入农户“大走访”活动。民警
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广泛听取群众心
声，向辖区群众宣传治安防范知识，努
力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牛
合保摄影报道

▶近日，济源市检察
院民行科联合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共同开展校
园食品安全、网络订餐平
台隐患大排查活动，对检
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指
正，并要求责任单位限期
改正。此次活动，旨在保
护济源市校园食品安全，
净化网络餐饮环境。

河南法制报记者 聂
学强 通讯员 科伟 摄影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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