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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马店讯（河南法制报
记者 陈磊 特约记者 朱剑锋 通
讯员 李征光）近日，新蔡县法院
执行二庭在申请执行人马某的配
合下远赴浙江宁波将被执行人赵
某控制，并圆满化解了标的额为
13万元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

马某与赵某系朋友关系。
2015 年，赵某因承包工程资金不
足向马某借款 13 万元。借款到
期后，赵某未按期履行还款义
务。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2018
年 8 月，法官根据马某提供的线
索到宁波将承揽工程的被执行人
赵某抓获。

赵某表示现在钱都投入到工
程里面了，一时没有钱偿还。自
己刚在这边承包了两个工地，如

果被拘留挣不到钱不说，还得赔
钱进去。

考虑到赵某的实际情况和困
难，执行法官本着公正文明的执
行理念，先后提出多种调解方案，
但双方一直未形成一致意见。

在被押回新蔡的路上，赵某
又提出先偿还申请执行人一部分
借款，剩余的借款由外贸经销商、
赵某的老乡杨某担保。

在车上，执行法官连忙让赵
某联系杨某，此时杨某正赶往江
西的路上，现在过了芜湖了，杨某
表示同意为赵某担保。

就这样，执行法官带着双方
当事人又绕行到安徽南部的繁昌
县高速口与杨某会合，经过多番
交涉，最终该案得以成功化解。

跨省执行，押解途中成功调解

本报商丘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何永刚 通讯员 李宁 刘雪豪）

“同志们，基本解决执行难已进入
冲刺阶段，‘黎明风暴’集中执行
活动现在开始！”11 月 6 日 5 时
许，随着民权县法院执行局局长
李勇的一声令下，6 辆警车警灯
闪烁，载着40余名全副武装的执
行干警，冒着绵绵秋雨，兵分三路
在全县范围内对“老赖”展开地毯
式搜查。

6 时 20 分，“战斗”首先在县
城某小区内打响，一名失信被执

行人被堵在被窝里。
据统计，截止到上午10时30

分，3 组干警共拘传失信被执行
人9人，采取司法拘留强制措施3
人，当场执结案件3起，执结标的
额 9 万多元，执行和解案件 3 起、
标的额43万元。

李勇表示：“这次‘黎明风暴’
集中执行活动，既是亮剑，又是决
战决胜执行难冲刺阶段的关键之
仗。我们向全县人民郑重保证：
执行永不懈怠，执行干警永远在
路上！”

“黎明风暴”，失信人被堵被窝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胡斌 通讯员 赵市伟 魏泽森）
诚信是企业的生存之道，而张某
却因经营不善拖欠多名员工工资
拒不执行，一次偶然外出被员工

“堵”个正着。
张某于 2013 年在许昌市成

立了一家商贸公司，随着业务拓
展招聘了多名员工，但在 2017
年由于经营不善公司倒闭，拖欠
其中 4 名员工工资没有发放。

法院审理后判决公司给付 4 名
员工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共计 4.5
万余元。

判决生效后，张某迟迟不履
行。11月6日晚上8点，张某在外
就餐时与涉及该案的一名员工刘
某“狭路相逢”，刘某当即拉着张
某不让他离开，并立刻打电话通
知其他 3 名员工赶到现场。面对
昔日员工的“围追堵截”，张某无
奈之下选择报警，公安机关了解

案情后及时联系法院干警，法官
急忙赶到并将双方当事人带回法
院。

经法官调解，张某同意先行
支付部分款项，随着新公司经营
状况好转，可以每月分批进行支
付，4名申请人对此也表示认可。

最终，张某让家人筹集 5000
元执行款，承诺每月至少偿还
6000元，直至全部结清，并让其家
人进行了担保。

本报开封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张东 特约记者 李梦华 通讯
员 张莹莹）11月6日，在开封市龙
亭区法院执行法官的耐心沟通
下，一起兄妹纠纷执行案件画上
句号。

2011 年 12 月至 2014 年 6 月
期间，高某夫妇先后向其妹高某
丽借款共计 65 万元。借款到期
后，高某夫妇并未按约定还款，高

某丽多次索要无果后，诉至开封
市龙亭区法院。法院经调解达成
协议，但不久高某夫妇多次爽约。

该院执行法官通过网络查控
系统，发现被执行人高某无可供
执行财产。考虑到双方系亲兄妹
关系，法官决定与双方当事人进
行交谈，力争做到既不让亲兄妹
关系剑拔弩张，又能实际解决执
行欠款的问题。

在执行法官的谆谆劝导下，
高某丽同意和平解决纠纷。高某
也敞开心扉表示，由于其目前尚
不具有全部履行能力，愿意扣划
每月工资偿还欠款。最终，双方
约定高某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前
分 3 期履行全部还款义务，每年
扣划一次工资卡作为还款。至
此，这起多年的借贷纠纷案顺利
执结。

被执行人被“堵”报警 民警通知法官领人

亲兄妹借贷引纠纷 执行和解化恩怨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首席记
者 吴倩 通讯员 陈渝颖 高方方/
文图）11 月 7 日上午，在基本解
决执行难工作进入决战决胜的关
键时刻，郑州市金水区法院再次
集中执行，开展集中腾房行动。
一天下来，共强制腾迁房屋 4套，
执行现金 112 万元，执结案件 7
件。

2015 年 12 月，屈某和其妻姜
某向李某借款 40 万元。借款到
期后，屈某、姜某不仅没有还钱，

还迅速办理了离婚手续，企图转
移财产。此案法院判决两人共同
偿还 40 万元债务和违约金。执
行立案后，屈某不知所终，姜某虽
人在郑州，但坚称自己没钱，两人
至今仍未履行法律义务。

金水区法院早在 10 月 24 日
就对姜某下发了腾房通知，但姜
某不仅没有主动腾房，反而拦着
法院干警哭闹，阻止腾房。“这套
房子是我的唯一住房，我看了法
律条文，法院不能执行我的唯一

住房！”姜某说。
负责这次腾房活动的执行法

官说：“你的房子面积很大，房子
拍卖偿还完案款后，还有大量尾
款足够支撑你的生活。并且，法
院已经让申请人为你租了房子，
保障了你房子评估拍卖期间的生
活。”

随行的区人大代表张金凤和
范青运一起为姜某普法、讲法，安
抚姜某情绪，最终姜某认识到了
自己的错误，愿意配合腾房。

唯一住房也能执行
人大代表为“老赖”普法

2015年5月5日最高法公布并
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明确规定：

金钱债权执行中，符合下列
情形之一，被执行人以执行标的
系本人及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

需的居住房屋为由提出异议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对被执行人有扶养义务
的人名下有其他能够维持生活必
需的居住房屋的；

（二）执行依据生效后，被执
行人为逃避债务转让其名下其他

房屋的；
（三）申请执行人按照当地廉

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为被执行人
及所扶养家属提供居住房屋，或
者同意参照当地房屋租赁市场平
均租金标准从该房屋的变价款中
扣除5至8年租金的。

本报安阳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张书锋 朱广亚 通讯员 黄宪
伟 牛志锋）“为了900元竟当了一
回‘老赖’，真后悔，差点儿坏了名
声。”11 月 6 日，安阳县法院执结
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2018 年 2 月，被告王某将原
告陈某在河沟内种植的 3 棵杨树
卖掉。法院查明事实后，参照当

地树木市场价格，判决被告王某
赔偿原告陈某树木损失 900 元。
判决生效后，被告王某仍以 3 棵
杨树是自己的为由拒不履行义
务。

执行干警上门向王某送达
了执行通知书，向其讲解失信

“老赖”对个人生活的影响、拒不
执行的严重后果以及法院下一

步将要采取的强制措施等。王
某通过干警留下的打击拒执犯
罪普法宣传资料以及电视、网络
等途径，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对
照，最终认识到了被列入失信以
及拒不执行的严重后果。出于
对法律的威慑，同时也害怕坏了
名声，被执行人王某主动履行了
900元案款。

区区900元做“老赖”怕坏名声忙履行

■法条链接

执 行 法
官腾房现场，
女“老赖”坐
着拒不配合，
人大代表现
场普法

截至2018年11月07日

▲为进一步加大执行案件办理力
度，浚县法院近日开展集中执行行动，
图为一个“老赖”被拘传。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未会杰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