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在家
本报南阳讯（记者 王海锋 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员 胡啸峰 王新兵）6月10日凌
晨，雨幕在风中漫卷，社旗县人民法院的25
名执行干警、5辆警车已经集结完毕。干警
们迅速赶往预定执行地点，“夏季雷霆”集
中执行战役再次打响。

6时 30分，执行队伍赶到该县晋庄镇
被执行人杨某家，干警上前敲门，却迟迟
无人应答，正当干警准备翻墙进院搜查
时，杨某的妻子打开了大门。该院执行局

局长张文增向其询问杨某的行踪。“我们
早就分家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杨某
的妻子慌乱地回答道。

干警们四处查看，没有发现杨某的踪
迹。但张文增从她守在门前的举动和飘
忽的眼神中，已经嗅到了谎言的味道，张
文增没有打草惊蛇，只是让杨某的妻子转
告杨某早点去法院履行判决所确定的义
务。

随后，执行干警离开“老赖”杨某家，

转战唐庄、李店等乡镇，在拘传了 3名“老
赖”后，再次返回了晋庄镇。

10时20分，执行干警又一次出现在杨
某家，把正在门口侃侃而谈的杨某抓了个正
着。杨某万万没想到执行干警会杀个“回马
枪”，只得乖乖地被带上警车。

截至中午12时，本次执行行动共拘传
“老赖”5名，司法拘留2人，当场执结案件
2 件，执行和解 1 件，执行到位款 22 万余
元。

“回马枪”智擒“老赖”

“平安鹿邑基层行”系列报道之三

催 款 公 告
一、河南省莲花味精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并担保单位：
因各贵单位在我行借款均已逾期，望看到本公

告后，各借款单位及时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担保单
位履行清偿借款本息的连带保证责任义务。具体
借款本金及欠息金额如下：

1.河南省莲花味精集团有限公司于2003年7
月10日借款本金1270万元，由河南省项城市热电
厂担保。于2003年10月31日借款本金1000万
元，由周口莲花金水装潢公司担保，以上两笔借款
至2015年5月20日共计欠息：22，652，568.35元
（自2015年 5月20日以后利息，按月息6.3‰计
息，至借款全部还清止）。

2.河南省项城市热电厂于 2002 年 3 月 31
日借款本金 500 万元，由河南省莲花味精集团
有限公司担保，至2015年5月20日欠息：4,654,
650 元（自 2015 年 5月 20日以后利息，按月息
6.3‰计息，至借款全部还清止）。

3.项城市化肥厂于2003年7月10日借款本金
600万元，由河南省莲花味精集团有限公司担保，至
2015年5月20日欠息：5，138，280元（自2015年5月
20日以后利息，按月息6.3‰计息，至借款全部还清止）。

4.河南莲花皮业有限公司于2004年3月29
日借款本金1450万元，由河南莲花味精集团有限
公司担保，并由项城市财政局出具连带还款承诺，
至2015年5月20日欠息：11，711，120.75元（自
2015年5月20日以后利息，按月息6.3‰计息，至
借款全部还清止）。

二、周口裕隆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河南亿星商
业副食有限责任公司：

因周口裕隆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在我行借款均
已逾期，望借款单位履行清还本金及利息义务，担
保单位河南亿星商业副食有限责任公司履行连带
保证责任义务。具体借款及欠息金额如下：

1.周口裕隆发电有限责任公司2004年 5月
31日借款伍佰万元，由河南亿星商业副食有限责
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周口裕隆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2004年9月21日借款两笔计壹仟万元，
由河南亿星商业副食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截止到2015年 5月20日，以上三笔共
欠息：12，716，752.50元（自2015年5月20日以
后利息，按月息6.3‰计息，至借款全部还清止）。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分行
2017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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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压倒一切，责任重于泰山。”近年
来，邱集乡党委、政府始终把政法综治工作
放在全乡工作的首要位置来抓，把综治工作

纳入全乡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
认真研究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分别调整充实
了乡综治委员会、矛盾纠纷排查工作领导小
组、创建“平安”工作领导小组、禁毒委员会
和反邪教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综治工作汇
报研究会制度和稳定分析会制度。同时，针
对突出的治安问题进行专题研究、阶段性部
署，及时协调解决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邱集乡党委书记任卫红介绍，该乡修建
了 3 个高标准的警务室和 19 个警务工作引
导站，并将巡防办公场所拓展为集办公、住
宿于一体的 6 间配套房屋，添置了配套办公
设施，改善了办公环境；配备专用巡防车、电
话等交通通信工具；配备警棍、头盔等必要
的警械和生活用具；投入资金 40 多万元在
集镇背街小巷、行政村和场所安装了路灯和
监控设施，特别是在重点路段、重点场所、重

要路口真正做到全覆盖，视频监控的安装为
技术破案提供了强大的支撑，极大地提高了
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投入资金 40 余万元，
建设了规范化乡综治中心，内设“四室一
厅”“三办一庭”，进一步完善了综治中心协
调联动工作机制，构建了社会治安联合防
控、矛盾纠纷联合化解、突出问题联合治理、
基层平安联合创建、便民利民联合服务的综
合管理服务平台；村综治中心内设“三室一
办一会一站”，确保基层平安创建工作深入
开展，形成了以“户户平安、村村平安”的良
好格局。

在开展综治宣传工作的同时，邱集乡还
组织开展了治安整治集中行动和专项斗争
行动。该乡组织综治办、派出所、行政村联
防人员对重点场所、学校和治安问题多发地
段开展巡逻工作，确保不发生因治理失控引

发的恶劣事件。同时，按照县万人大巡防会
议精神，坚持设卡盘查、武装巡逻等形式深
入开展形式多样的严打斗争，向各类违法犯
罪活动发起凌厉攻势，充分发挥工作激情和
克难攻坚的潜力，有效地提升了人民群众的
安全感和满意度。

邱集乡党委、政府还始终把矛盾纠纷排
查调处当作维护社会政治大局稳定的实际
问题来抓。该乡通过健全调解网络，建立集
中排查调处和经常性排查调处相结合的工
作制度，成立乡道德法庭，积极开展各种社
会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去年以来，该乡共
化解各种矛盾纠纷 30 余起、信访积案 1 起，
回复初信初访事项 10 余起，消除各类风险
隐患 100 多处，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隐患
消除在萌芽状态，有效维护了全乡经济社会
大局稳定。

邱集乡：努力打造平安和谐的治安环境
□记者 尹志丹 通讯员 刘杰 王进涛

邱集乡位于鹿邑县城西25公里，
南靠311国道，210省道与郸(城)柘(城)
公路穿境而过，永登高速在境内亦有入
口，公路已实现村村通，通信设施齐全，
网络功能齐备，水利资源丰富，清水河、
白沟河穿境而过。辖区面积42平方公
里，辖19个行政村、60个自然村，耕地
面积4.3万亩，人口4.1万。

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在县委政法委的指导下，经过全
乡干部的共同努力，邱集乡呈现出了平
安、和谐、稳定的优良环境，先后被授予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六好”乡
镇党委等多项荣誉称号。

乡镇名片

本报新乡讯（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韦
德涛 常利娜）新乡县失信被执行人赵某
戴瑞士手表、用苹果手机，一日消费数万
元，却迟迟拒绝归还40万余元的欠款。

赵某做生意需要，借宋某 40 万元迟
迟不还，两人遂发生纠纷。2016 年 6 月，
经新乡县法院的调解，双方达成协议，
赵 某 分 期 归 还 宋 某 40 万 元 本 金 及 利
息。如赵某任一笔本金还款逾期，宋某
可申请执行剩余全部本金及利息。调
解书生效后，赵某却未主动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申请人宋某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依法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

书、申报财产令、限制消费令。然而，赵某
却拒不到庭，更不向法院申报财产。法院
对赵某名下财产进行查询，发现其名下登
记有车辆、房产等信息，属于典型的有履
行能力而拒不履行。

2017年5月，法院将赵某依法传唤到法
院，执行干警从其身上搜出银行卡、购物卡
数张，以及瑞士手表、苹果手机等物品。赵
某称，钱给正在上大学的儿子交学费了，目
前没有能力偿还宋某的借款。

根据申请人宋某提供的信息，执行干
警对其进行调查，发现赵某以亲戚名义办
理银行卡一日消费高达数万元，同时以朋
友名义办公司做生意，其妻子和儿子经常
出境旅游并发朋友圈炫富。

依据调查的事实，法院依法对赵某采
取拘留措施。近日，在新乡县法院执行干
警的调解下，赵某主动与申请人达成执行
和解协议，按生效调解书的内容，将借款
本金及利息全部归还给申请人宋某，宋某
也撤回执行申请和刑事自诉，该案得以执
结。

没钱还 调查发现高消费

本报鹤壁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未会
杰）6月 7日 5时 30分，浚县人民法院组织
20 名执行干警在执行局再次对全县“老
赖”展开突击抓捕。此次行动重点是针对
长期外出务工的人员，根据相关人员提供
的线索，执行干警提前规划好了行动路
线，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到达被执行人王某某家中，王某某尚

在床上，看到执行干警，王某某突然“犯
病”，一下倒在地上，大喊：“哎哟，我不舒
服，赶快给我打120！”王某某的家人也在一
边帮腔，称王某某有高血压、脑梗等疾病。

早有准备的执行干警一边将王某某
搀扶起来，一边指着早已打开的执法记录
仪说：“如果你真不舒服，我们可以先给你
看病，但是如果装病抗拒执行，我们将依

法严厉追究你的责任，你的一言一行已经
全部记录在执法记录仪中。”王某某环顾
四周，明白自己装病的行为已经演变成一
场闹剧，只得乖乖上了警车。

据悉，该院本次集中执行共拘传“老
赖”5 人，执结案件 2 件，拘留 3 人，扣押叉
车一辆、水泥罐车一辆，执行到位标的额7
万余元。

犯疾病 记录仪下现原形

本报商丘讯（记者 何永刚 通讯员 余
萍）“真没想到，法院的效率这么快，账户上
刚刚转来款，钱就让你们扣划走了。”6月7
日，被执行人河南某集团公司负责人到商
丘市睢阳区法院办理手续时不住感叹。

2012年11月起，商丘某热力公司发电
供给河南某集团公司下属企业某铝业公
司，后经对账，该铝业公司欠热力公司电费
894万余元。热力公司讨要无果诉至法院，
法院判决生效后，某集团公司及铝业公司
均未按时履行，热力公司申请强制执行。

睢阳区法院立案后，立即将本案纳入
速执程序，通过全国法院“总对总”系统网
络查询二被执行人的财产，但未发现被执
行人账户上有可供执行的资金。执行法官
发现，该集团公司名下的两个账户中虽暂
无资金存储，但资金往来频繁，使用率较
高，便将该两个账户实行重点监控。

6月6日上午，商丘市睢阳区法院执行
局通过全国执行网络“点对点”查控系统，
发现被执行人河南某集团公司两个商业银
行的账户有900余万元货款到账，立即发出
协助通知，不到 5分钟，900万元执行款转
划到睢阳区法院执行账户。

借助全国法院“总对总”系统，执行人
员足不出户、轻点鼠标便可查询、冻结、划
拨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极大地提高了执
行效率，对欠债不还的失信被执行人也起
到了震慑作用，彰显了司法权威。

6月10日上午10时，项城法院执行干
警正冒着大雨准备围堵抓捕长期外出躲避
执行的“老赖”王某时，申请人项城市中银
富登村镇银行有限公司负责人马艳带着20

多把雨伞，送给正在冒雨执行的干警。执
行法官冒雨成功将王某抓获，王某的妻子
及时与银行联系协商还款事宜。

记者程玉成通讯员 耿贺华摄影报道

执行法官轻点鼠标
900万执行款“秒”到账

■简讯
本报讯 为确保公司依法合规运营，灵

宝城投房产园林市政管理公司针对近年来
项目运作中出现的合同纠纷、市场营销、工
程招投标等困扰发展问题，在公司开展“依
法运营、科学管理”专题学习教育活动。通
过此项活动的开展，公司聚精会神抓合同、
上下同心谋营销、依法合规招投标，走向了
科学健康发展之路。 （张楠楠）

见招拆招治“老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