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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 通讯
员 牛丹 杨亚菲/文图）“全市法院‘涉民营企
业案件专项执行’集中行动现在开始！”12 月
19 日上午 8 时 30 分，许昌市中级法院和 6 个
基层法院的执行干警整装待发，随着市中级
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韩玉芬通过对讲机发出
号令，本次集中执行行动正式拉开帷幕。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支持民营经济
发展的决策部署，将我市‘四个一百’专项行
动与执行攻坚相结合，针对民营企业为申请
人的执行案件，我们开展‘涉民营企业案件专
项执行’行动，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
戒，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韩玉芬告诉河
南法制报记者。

害怕被拘“老赖”急求和解

“我们是魏都区法院执行法官，这是我的
执行公务证，请配合我们到法院履行法律义
务……”当天上午，许昌市魏都区法院执行干
警在新兴路某小区，找到刚起床准备去上班
的被执行人何某。

2016 年，何某向经营企业的朋友李某借
款 10万元并出具借条。借款到期后，李某催
其还款。何某于2017年偿还2万元后便没了
下文，李某无奈将其告上法庭。在诉讼过程
中，何某又通过法院向李某偿还了 1万元，法
院最终判决何某返还李某借款本金 7万元及
逾期利息。判决生效后，何某拒不履行，成为
被执行人，该院依法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并限制其高消费。

被带上警车后，何某悔不当初，因害怕被
拘留，当即表示愿意与李某协商分期还款。

法官牵线促成案件和解

当天上午，在许昌市中级法院执行调解
室，申请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
行）和被执行人（河南某民营企业）达成和解，
申请人当场同意撤回执行申请书。

几年前，河南某民营企业因生意周转向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借款3000万

元，后企业因经营失利未能按照约定日期偿
还欠款。银行多次催要未果，将该企业告上
法庭。许昌市中级法院判决后，该企业依然
未能按照判决文书所确定的还款义务偿还欠
款及相关利息。于是，银行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法官接到该案后，多次到该企业实
地查看情况，了解到该企业确实陷入困境，暂
时无力一次性支付欠款和利息。执行法官召
集双方，在征得双方同意后，确定了分期偿还
的偿还方式，这不仅维护了申请人的合法权
益，也让被申请人理清了思路、看到了希望，
在严寒冬日里感受到了法律的温暖。

躲避执行天眼追踪定难逃

当日一大早，襄城县法院执行干警就赶
到该县城关镇某小区寻找被执行人张某某，
却发现其家门紧锁，并且门上贴了多张催款
通知。家门口被人用杂物堵塞，难以进入。

据悉，该被执行人与河南某混凝土有限公
司的买卖合同纠纷于2018年11月28日立案执
行，所涉案款25万余元。在寻找被执行人未果
后，执行干警遂在小区张贴公告、传票。“下一
步，我院将对张某某房屋信息进行查询、查封，
引入司法拍卖，同时通过‘执行天眼’系统追踪
张某某。”该院执行局局长陈京伟说。

代表点赞高效护航企业发展

当天，许昌市人民法院邀请3名人大代表
走进执行指挥中心，通过执行指挥系统大屏
幕见证了执行干警高效、规范、文明的执行过
程。

“作为人大代表，在监督法院执法的过
程中，我们切实感受到法院的工作很扎实，
这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和落实‘四个一百’专
项行动注入了法律正能量。”省人大代表、河
南恒天然农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旭
恒表示。

市人大代表、许昌腾飞市政工程有限公
司总经理曾瑞说：“希望许昌两级法院能够把
执行行动长期、持续、高效地开展下去，为民
营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市人大代表、河南汇丰工程造价咨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金芳谈道：“法院开展的专
项执行行动，帮助我们民营企业解除了后顾
之忧。”

当天上午，许昌两级法院集中执行行动
共出动干警 185 人、警车 41 辆，结案 21 起，拘
留 21 人，6 起案件达成和解，拘传 24 人，扣押
车辆 1 辆，执行到位金额达 209.1 万元。丰硕
的战果，不仅维护了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也
彰显了许昌两级法院强大的执行攻坚力度。

帮助民营企业解除后顾之忧
许昌两级法院联合开展“涉民营企业案件专项执行”行动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
斌 通 讯 员 郑路伟 赵市伟）12 月 26
日，许昌市魏都区法院党组书记、院
长张玉华，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
张珂到许昌高新制药有限公司进行
走访调研，对企业运营情况进行详细
了解。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付申介绍，
许昌高新制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为非国有股份制企业，主要生产化
学原料药及其制剂产品，可年产片剂 5
亿片，奥美拉唑镁原料药 1000 公斤。
截至 2017 年 12 月，公司资产总额 5431
万元、完成营业收入 1308 万余元，利税
810 万元。

张玉华听取张付申对企业经营情
况的介绍后，又询问了企业面临的主
要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思路，鼓励他们
要抓好当前中央及地方出台的利好政
策，进一步研发创新，站稳市场，提升
竞争力，并承诺会为企业无偿提供法
律服务和政策咨询，为企业健康发展
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 通讯员
侯晓龙）今年以来，长葛市委组织部坚持“提高政
治站位、高位推动抓落实，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
点抓落实，突出工作实效、严格考核抓落实”三措
并举，狠抓工作落实，彰显了在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工作中的组织担当。

长葛市委组织部成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小组，制订工作方案，推动组织工作更好地支
持配合服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下发《关于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中开展“打建结合”建强村（社区）
基层组织工作的通知》，建立健全线索收集、报
送、移送、反馈、责任追究等一系列涉黑涉恶问题
线索管理制度。

长葛市委组织部把“万名党员进党校”作为
全年党员教育培训的重点工作，引导党员干部旗
帜鲜明与涉黑涉恶不法行为作斗争，真正成为群
众的“主心骨”。全市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全部完
成以“三有五中心”为标准的规范化建设任务，建
设稳固的基层服务扫黑除恶的组织阵地。

针对上级督导反馈问题，长葛市委组织部立
即开展调研排查及专项整治活动，对近 10 年的

“近亲繁殖”违规发展党员问题进行了排查；同时
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纳入 2018 年组织工作
重点和基层党建工作任务，作为年底镇村两级党
组织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坚持在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考察识别干部，让“能者上、庸
者下”成为良好用人导向。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胡斌 通讯员 苗寒冲 张雅芳）
12 月 26 日，襄城县县委书记宁伯
伟深入基层调研平安建设暨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县委常委、县
委办公室主任武清杰，县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杨方晓，县政府副县长
赵胜业，县法院院长秦学海，县检
察院检察长金晓华，县委政法委副
书记、县综治办主任陈军胜陪同调
研。

宁伯伟来到该县首山市场调
研时指出，市场建设一定要提高规
格、标准，严查安全隐患，维护好市
场秩序，坚决打击扰乱市场秩序的
各项违法行为，确保市场经营稳定
有序。

在调研城关镇综治中心时，宁
伯伟要求，基层综治中心是平安建
设的重要支撑，在注重场所硬件设
施建设的同时，还要切实保证综治
中心职能作用能够得到有效发挥，
这样才能确保基层平安建设得到
有效推进。

在调研县公安局扫黑队办案
中心时，宁伯伟指出，要继续加大
宣传力度，深挖线索，将深藏不露、
性质恶劣的黑恶势力及其“保护
伞”彻底打掉，有效维护全县大局
和谐稳定，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安
全感和执法满意度。

本报许昌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
通讯员 周建涛）12月26日，许昌市建安区
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扩大）
会议。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成员及各乡镇（街道）党委书记参加会议。

建安区委书记邵七一指出，全区各级
各部门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自觉
提升政治站位，严格落实责任，广泛宣传发
动，深挖彻查黑恶势力，有力办结了一批涉
黑涉恶案件，全区社会治安环境、经济发展
环境、人民生活环境得到了持续提升。

邵七一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

保持清醒认识，持续抓好专项斗争各项工
作落实，全面补齐短板，提升工作实效，推
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取得新成效。
要持续提升站位、增强工作主动性，要坚
持问题导向、认真抓好整改，要抓好关键
重点、提升工作实效，要压实各级责任、形
成强大合力。同时，要建立长效机制，不
断完善部门联动、定期会商、信息共享和
依法治理体系，建立健全从源头上遏制黑
恶势力滋生蔓延的制度化、长效化机制，
着力提升治理实效，坚决铲除黑恶势力
滋生土壤，实现社会长治久安。

近日，禹州市举办以“重拳扫黑除恶 守护朗朗乾坤”为主题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图片展，展出图片80余幅，全方位展示了全市扫黑除恶成效，多角度展现基层扫黑除
恶风采。据悉，图片展出期间，接待参观干部群众近万人次。

河南法制报记者 胡斌通讯员李伟峰岳亚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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