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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川汇区法院
组织干警学习考察执行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唐玉吉）6 月 2 日，周
口市川汇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刘俊荣带
领全院各部门一行 20人组成考察组到柘
城县法院、永城市法院考察学习。

在柘城县法院，该院党组书记、院长
张书勤首先对考察组一行的到来表示欢
迎，并就该院在打击拒执犯罪、反规避执
行及执行服务保障方面作了重点介绍。
会上，与会干警还就人员机构改革、打击

“老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刘俊荣表示，这次学习交流，听到了、

学到了实实在在的东西，取到了真经，开
拓了思路，更新了理念，受益匪浅。

随后，考察组又赶往永城市法院。商
丘市中级法院党组成员、永城市法院党组
书记、院长江长涛邀请考察组参观了该院
的信访接待大厅和新落成的审判大楼。
座谈会上，江长涛介绍了该院内设机构设
置、执行审判团队建设、执行工作措施、经
验等情况。随后，该院执行局局长聂平就
该院执行人员组成、执行服务保障、严厉
打击拒执犯罪、执行案件收结案等方面的
工作向作了具体介绍。

刘俊荣指出，这次考察学习增长了知
识、拓宽了视野，对如何解决执行工作中
遇到的瓶颈深受启发，同时也看到了不足
和差距，为进一步提升该院执行工作水
平，提供了宝贵经验。

商水县法院
与“老赖”共度“六一”

本报讯（通讯员 段晓燕）6月1日早上
5 时 30 分，商水县法院一场大规模的“夏
季雷霆”专项执行行动拉开帷幕。

这次执行行动，该院共出动警车 8
辆，参与干警38人。他们顶烈日，冒酷暑，
先后转战化河乡、姚集乡、白寺镇、舒庄
乡、大武乡、巴村镇、谭庄镇、张明乡 8 个
乡镇，行程400多公里，直到14时许，才收
兵回营，前后历时8个小时，共抓捕老赖9
名，现场履行两名，涉及标的额75万元，已
履行15万元，取得了“夏季雷霆”专项执行
行动以来最丰硕成果之一。

时至麦收季节，大部分外出务工
的人员返乡收麦，是突袭“老赖”的有
利时机，周口市川汇区法院利用这一
时机，6月3日、4日两天，执行局和法
警队干警兵分两路，再次对“老赖”重

拳出击，现场执结3起案件。
此次行动共拘传5人，拘留两人，

3名“老赖”自愿当场履行13.3万元，收
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通讯员 唐玉吉楚凯亮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杜鑫 张月）“谢谢法
官，谢谢你们充分体谅我们的难处，促使
执行和解，真的感谢你们！”6 月 7 日上
午，一面写着“秉公执法救弱势，两袖清
风为人民”字样的锦旗送到了沈丘县法
院执行三庭宋天义和顾肖华的手中。

和以往送锦旗不同的是，今天送锦
旗表谢意的却是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

原来，2014 年年初，经人介绍，原告
李某受雇于被告王某、高某夫妇为其承
包施工的工程工作。3 月 27 日，工作中
的李某不慎滑倒摔伤。原告李某随即
被送往医院急救，住院期间，被告王某、
高某为其支付医药费 4 万多元。此后，
李某由王某夫妇派人照料康复训练。
同年 9 月 7 日，王某夫妇将原告李某送
回家乡，李某出院后虽然不影响正常生

活，但被鉴定为四级伤残。李某要求王
某夫妇赔偿其各种损失共计 50余万元，
双方因赔偿问题发生争执，李某向沈丘
县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经审理，依法判决被告王某夫
妇承担 70%的责任，支付原告各项损失
费用306225 元。案件进入执行阶段，承
办法官顾肖华了解到被执行人王某夫
妇承包工程之前，向邻里、亲属借了 10
余万元，至今无力偿还。原告李某虽不
影响正常生活，但不能再干力气活养家
糊口，且对赔偿款期望很高，故法官考
虑到如果执行不到位，极易引发上访，增
加不稳定因素。于是，经研究制订了有
针对性的执行方案。签订和解协议的当
天，李某及家人拿到了王某夫妇首次支
付的8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 李莹）省法院决定自 5
月 10 日至 7 月 31 日在全省法院开展“夏季
雷霆”专项执行活动以来，周口市两级法院
党组高度重视，积极响应。

自从去年开展“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
解决执行难问题”大会战以来，周口市中级
法院党组提出以打击拒执犯罪为解决执行
难的突破口，部署开展了打击拒执犯罪“雷
霆行动”，又在省法院的部署和指挥下相继
开展了“百日执行风暴”“春雷行动”等专项
执行活动，累计司法拘留2364人，以涉嫌拒
执犯罪实际判刑 196 人，有力地打击了“老

赖”抗拒执行、躲避执行、规避执行的嚣张
气焰。截至4月底，周口市中级法院打击拒
执犯罪工作在全省排名第二，受到了省法
院的通报表扬。“夏季雷霆”行动是解决执
行难这场战役中的攻坚战，是拔钉子、求突
破、决战决胜的关键一仗。

开展“夏季雷霆”专项活动的四大任务
是：清理未结积案，规范终本案件，化解信访
案件，集中清理涉党政机关未结案件、涉公
职老赖案件、涉名人名企案件，建立健全被
执行人为特殊主体案件异地管辖长效机制。

周口市两级法院举全院之力纷纷亮

剑，全市上下掀起了打击“老赖”的强大声
势。截至 5 月 31 日，周口市两级法院以执
行局为主导、法警队、办公室、研究室全力
配合，采用凌晨出击、深夜行动，麦场追击、
冒雨执行、错时执行等措施，共计采取集中
执行活动 89次，司法拘留 374人，扣押车辆
23辆，查封房地产18处，搜查被执行人住所
64 处，强制拆除、排除妨害执行两起，全部
执结案件 837 件，到位金额 1.053 元。打击
拒执犯罪刑事立案361件，审结329件，其中
依法实际判刑72人。通过公安机关网上追
逃逮捕自诉案件被告人9人。

找准突破口 打响执行攻坚战
周口市两级法院“夏季雷霆”专项执行行动战果丰

帮人打架爱出头
拒不赔偿被拘留

本报讯（通讯员 王恒 张常健）近日，
淮阳县法院执结了一起健康权纠纷案，
被执行人赵某在拘留所内履行了赔偿受
害人损失1.1万元，保护了受害人的合法
权益，弘扬了社会正气。

2016 年 2 月，赵某的亲戚胡某与同
村人李某因打牌发生纠纷，赵某知道后，
立即带人来到李某所在村内，帮助胡某
与李某等人发生厮打，致李某等 4 人受
伤。后赵某与胡某拒不赔偿李某等人损
失，李某诉至法院。淮阳县法院经审理
依法判决赵某等人赔偿李某等人损失
1.1 万元，法院判决生效后，赵某以自己
无钱为由，仍拒不履行赔偿义务。

该院执行局全面查询被执行人财产
信息无果，又多次与被执行人赵某沟通，
敦促其及早履行赔偿责任。可赵某仍拒
不赔偿且态度蛮横。法院遂依法对赵某
采取司法拘留措施，被关进拘留所后，赵
某慑于法律的威严，低头认错，并交付了
赔偿款，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障。

“夏季雷霆”声威震
躲避执行终被拘

本报讯（通讯员 刘龙飞）“夏季雷
霆”专项执行行动开展以来，西华县法院
干警不畏艰难，对任何疑难案、“骨头
案”，都本着敢于担当、穷尽措施的原则，
力争早日实现执行无积案的工作目标。

吴某申请执行李某甲、李某乙装饰
装修合同纠纷案便是一件让执行干警

“头疼”的积案。原因是被执行人李某
甲、李某乙欠账较多，长期躲避执行，执
行人员多次到被执行人工地，都找不到
人。“夏季雷霆”专项执行行动开展期间，
执行干警得知被执行李某甲到西华县城
办事，便立即组织人员到该地点蹲守，成
功将将其拘留。李某甲被拘留后，执行
人员向其详细讲解了拒不履行生效裁判
的法律后果。在强大的执行声势威慑
下，李某甲主动要求联系家人，让其亲属
把拖欠了近两年的工程款送到了法院。

夏日雷霆再出击
执结多年“骨头案”

本报讯（通讯员 展贤亮 闫晓东）6月
4 日，郸城县法院通过精心计划、周密部
署，重拳出击强制执行一起物权纠纷案，
有力地保障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彰显
了法院执行威慑力。

原来，被告王某在王老家六组划分
的第六村民排水沟上建房居住，王老家
六组要求拆除违章建筑及附属物未果的
情况下，推举代表人王某某向法院提起
诉讼。案件经法院审理后判决：王某应
排除妨碍、停止侵权。从判决生效到案
件进入执行阶段，法院执行法官多次做
被申请执行人思想工作，但其始终不同
意自动履行拆除房屋义务，申请人遂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依法立案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在多次劝
解无效的情况下，决定将此案列入要案
范围依法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当日，执行局组织4名执行
人员按事先安排提前出发，赶赴现场，经
过一番细心劝说疏导，被执行人王某及
其家人仍然十分固执。法院依法进行强
拆，所有参与执行工作人员坚守职责，文
明执法，整个强拆过程在有条不紊中顺
利结束。至此，在内外力量的紧密配合
下，一起从审判到执行历时3年多的排除
妨害纠纷“骨头案”获圆满执结。

本报讯（通讯员 刘凯 李书永）6 月 8 日
上午，周口市中级法院召开全市法院集中开
展庆祝建军九十周年系列涉军维权工作会
议。该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王登喜出席会议
并讲话，该院民一庭全体干警、各基层法院
负责涉军维权工作的副院长及相关民事、执
行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副处级
调研员张革主持。

会上，该院民事审判第一合议庭负责人
陈晓军宣读了《全市法院集中开展庆祝建军
九十周年系列涉军维权活动方案》，周口市
川汇区法院和郸城县法院代表就涉军维权
工作了典型发言，进行了经验介绍。

王登喜就如何进一步开展好涉军维权
工作，提出九点要求：一要高度重视，提升
认识。要把这项工作同中央部署的军民融
合工作结合起来，同涉军维权工作结合起
来；要坚决做好这项工作，维护军民和谐。
二要加大涉军维权的指导、组织和协调。
要以领导小组和微信群为平台，构建涉军
维权网络，及时发布通知，互通有无。三要
设立涉军案件立案窗口。要建立涉军案件
绿色通道，涉军案件要优先立案、优先办
理、优先结案、优先执行。四要强化涉军案
件的督办和办理。判前要充分释法，判后
要充分答疑，要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五要

建立健全工作台账制度。要做到一案一
表，要按照方案要求统计、报送好具体办理
情况。六要建立涉军案件督办回访机制。
要做到件件回访，以真情取得军队、军属对
法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七要建立送法进
军营、开庭到部队等长效机制。要通过开
展系列活动，扩大涉军维权的影响力。八
要做好宣传工作，固化维权成果。要通过
宣传报道，实现办结一案、教育一片的普法
效果，营造浓厚的拥军、爱军氛围。九要表
彰涉军维权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要通过
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全面提升全市法院涉
军维权工作整体水平。

周口市中级法院

集中开展庆祝建军九十周年系列涉军维权活动

雷霆也有温情时 春风化雨促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