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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耿贺华 朱宏伟）6月6日
上午，周口市中院副院长温新征带领专职审
判委员会委员张怀根、审判监督减刑假释庭
庭长李顺启、民商事第七审判团队负责人李
水安一行 4 人，到项城市法院调研指导工
作。项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体峰，项城市
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永波陪同调研。

张永波向温新征一行详细汇报了近期审
判执行工作开展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打算。

温新征一行对项城市法院近期工作的开
展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每次到项城市法院
都有新的变化、新的亮点。张永波到任不到
两个月，诉讼结案率和实际执结率大幅提升，
名列省市法院前茅；“夏季雷霆”执行行动一
天抓获 21 名“老赖”，打出了声势，彰显了司
法权威，体现了项城市法院新一届领导班子，
工作思路清晰、措施得力、效果明显。

温新征还结合当前审判执行工作形势和任

务，对项城市法院的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紧
盯诉讼结案率和实际执结率不放松，紧紧围绕
上级法院目标任务，狠抓审判执行第一要务；二
是要狠抓案件质量不放松，尤其要注重庭审规
范要求，把握好法律适用，勇于担当，注重效
果。三是要紧盯党风廉政建设不放松，认真落
实“两个责任”，正确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切实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齐心协力，务
实重干，推进项城市法院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周口市中院副院长温新征到项城市法院调研指导工作

狠抓审判执行第一要务

本报讯（通讯员 耿贺华 郜殿龙）6月1日
下午，项城市法院召开争创“无执行积案法
院”推进会，院党组书记、院长张永波及其他
党组成员、院执行局、法警大队全体干警参加
了会议。会议由党组副书记解普建主持。

会上，该院执行局长吴玉东通报了1至5
月份部门和干警执行绩效考核情况，客观地总
结了开展争创“无执行积案法院”工作以来取

得的成效，认真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就
下一步深入推进“无执行积案法院”争创工作
所采取的具体举措作了说明。该院党组成员
王燕，还通报了周口市中院执行卷宗检查反馈
意见，并就执行工作的整改提出了具体要求。

最后，张永波从3个方面分别阐述了争创
活动开展的目的意义、如何深化争创工作及争
创工作注意事项。张永波指出，院执行局、法警

大队全体干警，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深刻理
解和把握“用两到三年时间解决基本执行难问
题”的内涵，进一步提升争创“无执行积案法
院”主动性和自觉性；要站在讲大局的高度，以
争创“无执行积案法院”推进执行工作的扎实
开展；要站在司法为民的高度，以争创“无执行
积案法院”为抓手，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
益，树立法律权威，提升司法公信力。

本报讯（通讯员 王恒 杜运明）近
期，淮阳县法院和解执行了一起因同居
关系引起的彩礼纠纷案。双方当事人
握手言和，将要激化的矛盾纠纷得到平
息，赢得了当地群众的好评。

2016年2月份，原告邵某与被告常
某订婚。邵某给常某彩礼 16 万元，其
中包括建房款10万元。同年4月份，双
方按农村习俗举行了结婚仪式，但未办
理结婚登记。后双方因生活琐事发生
矛盾而分居，邵某到法院起诉要求全额
返还彩礼款。该案经过了淮阳县法院
和周口市中级法院两次审理，依法判决
被告常某酌情返还彩礼款 102000 元。
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被告方以双方已
经同居生活，彩礼款中包括建房款为
由，拒不执行两级法院判决所确定的还
款义务。淮阳县法院依法对被告人采
取了司法拘留措施，在对其司法拘留过
程中，执行人员发现被告人抵触情绪很
大，该案即使执行结束，仍有发生更大
矛盾风险的可能。为防患于未然，淮阳
县法院执行干警，一方面，做被告人的
工作，向其宣讲法律政策。另一方面，
来到被告人所在的行政村，通过和村干
部结合，耐心细致地做被告人亲属的工
作，终于使被告人的思想发生转变。执
行人员又及时将双方当事人组织到一
起，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双方当事人
握手言和，一场可能激化的矛盾纠纷得
到了及时化解。

本报讯（通讯员 郑凯）宋某中找曲
某等 5 人为其担保，向农联社贷款 50
万元，后因无力偿还，近日，被农联社
起诉，商水县法院判决宋某偿还农联
社本金 50 万元及利息，曲某等 5 人负
连带清偿责任。

判决生效后，宋某中因病无力履
行，曲某等认为钱不是自己贷的，也不
是自己花的，与自己关系不大，故也始
终没有履行。农联社遂向该院提出强
制执行申请。该院受理后，依法向宋
某中及曲某等送达了执行手续，限其
按期履行完结。但宋某中及曲某等始
终没有履行，且曲某等根本没有履行
意向。执行人员多次催其履行，但宋、
曲等总以各种理由相推脱。6月 1日，
在“夏季雷霆”集中执行行动中，该院
依法将曲某拘留。

6月2日，曲某的家人来到该院，表
示愿意履行自己所应当承担的那一份
金额。法院表示同意。当日，曲某家人
履行13.5万元。曲某被解除拘留。

本报讯（通讯员 王恒 文晓兴）“你好，请问
是淮阳县法院吗？我是案件的被执行人一方，
我们和申请人一方已经联系好了，想今天下午
赶到法院协商还钱，请执行局法官为我们主持
协调，请求法院将我从失信人名单中删除！”淮
阳县法院综合科电话另一头传来失信被执行
人任某急切的声音。原来，被执行人任某想
在郑州买房，因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
单”，贷款审批无法通过。近日，任某通过其
亲属主动联系法院和申请人，履行还款义务。

申请人陈某的儿子在一起交通事故中死
亡，陈某起诉至法院，案件经过一审、二审。
判决生效后，任某怠于履行义务。多次沟通

无效后，陈某于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
行过程中，执行法官多次赴任某的家中，但任
某一直避而不见，多方查询任某财产亦无果，
该院依法将任某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今
年 5月，准备在郑州购买新房的任某被银行工
作人员告知因有不良征信记录而无法贷款，
任某这才知道因为自己在法院的执行案件未
了结，上了失信“黑名单”。一直跟法院和申
请人玩“失踪”的任某着了急，主动联系申请
人陈某和法院执行法官。最终，在执行法官
的调解下，双方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意见并
在调解协议上签字，申请人陈某当日也拿到
了执行款。

6月1日开始，扶沟县法院执
行人员分成 3 个小组，转战数百
公里，足迹踏遍扶沟县17个乡镇
场区，对失信被执行人展开“拉
网式”作业。

截至目前，该院共出动警车
26台次，参与干警98人次，抓捕

“老赖”32名，司法拘留28名，移
送公安机关处理两件，以涉嫌拒
执罪自诉立案5件，主动履行18
人次，实际执结 36 件，执结到位
标的款额139万元。图为一睡梦
中的“老赖”被执行法官抓获。

通讯员樊帅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杜运明）淮阳县曹河乡的
于某通过开办养猪场，走上致富路，可却因为
拒不付清所欠别人的饲料款，被法院依法拘留
并罚款，于某悔不当初。

2010 年，于某通过自己的努力，筹集部分
资金，办了一个小型养猪场。两年过后，于某
的养猪场获得了不小的盈利，家庭生活奔上了
小康路，盖上了楼房。在此期间，于某经常从
冯某处购买饲料，刚开始时货到款清，随着时
间的长久，两人成了朋友，于某从冯某处购买
猪饲料逐渐开始赊账。2015年7月份，于某将
养猪场转让他人，于某向冯某出具了欠饲料款
3万元的条子。因于某一直未还饲料款，冯某
在多次催要未果的情况下，将于某告上法院。

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还款协议。但协议到期
后于某又找借口推脱未还款，冯某申请法院强
制执行。

该院通过多种途径查找被执行人的财产
信息，但一直没有进展，于某更是躲避执行，多
次到其家中寻找无果，执行干警采取凌晨集
中出击，将于某堵在了家中并依法对其采取
司法拘留措施，并对其进行了罚款。于某在
强大的执行攻势下，让其家属付清了所欠饲
料款并缴纳了罚金。于某在悔过书中写道：

“我真是懊悔不已，这是我人生中抹不去的心
灵创伤，在自己的亲属朋友的脑海中留下了

‘老赖’的烙印，做人诚实守信的缺失，必然要
付出沉重的代价。”

本报讯（通讯员 郑凯/文图）近
日，“老赖”邝某在家收麦时，被商水
县法院执行人员依法拘留。

2015 年 12 月 22 日，位某朋正进
行房屋土建和二楼彩钢房建造工程。
当日上午，位某杰从位某朋家门口经
过时，位某朋家门口竖立的正在进行
房屋土建施工时所使用的立杆忽然歪
倒，致使位某杰状况受重伤。后经周
口明正医疗司法鉴定所鉴定：位某杰
因重物砸伤致1颈椎骨折，构成十级伤
残。位某杰共花费医疗费等项损失计
71860.26元。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位
某朋家门口竖立的立杆为房屋土建工
程承包人谭某所有，白某承包了位某
朋家二楼阳台建彩钢棚的施工工程后
雇用工人邝某为其施工，事发当日邝
某征得老板白某同意解开了固定立杆
的绳索，完工后，白某没有及时将固
定，酿成事故。位某杰后将白某、邝
某、位某朋起诉到该院。

判决生效后，白某和邝某均未履行
判决，位某杰向该院提出了强制执行申
请。该院受理后，依法向被执行人送达
了执行手续，但二被执行人依然没有履
行法律义务。执行人员经多次查访，也
未见到白某、邝某本人，也查不到其名
下的任何银行财产，案件陷入僵局。案
件承办人郑凯多次与申请执行人联系，
要其及时关注被执行人的信息及下落，
一有消息，就及时与法院联系。5月30
日上午，正是端午节放假期间，郑凯突
然接到法院执行指挥中心电话，说申请
执行人位某杰发现被执行人邝某现在
从外地回来了，正在家收麦子，让其赶
快带人去将邝某依法拘留。

郑凯放下电话就赶到法院，带领
执行人员到邝某家，将邝某依法拘留。

下午，邝某的家人就将执行款送
到了法院，此案执结。

执行攻坚 锲而不舍

分手后不退还彩礼
不履行判决被法院拘留

本报讯（通讯员 殷山林）商水县
法院判决陈某妮及其父母退还张某男
彩礼款 7 万元，陈某妮等一直不予履
行。6 月 1 日，商水县法院在“夏季雷
霆”专项执行行动中，依法将陈某妮母
亲莫某英拘留。

张某男与陈某妮未办理结婚登记
即同居生活。其间，陈某妮向张某男
索要彩礼 10 万元，3 个月后，双方分
手。张某男向陈某妮索要彩礼款。陈
某妮不给。后张某男将陈某妮及其父
陈某强、母莫某英起诉到该院。该院
审理后认为，原告张某男与被告陈某
妮属未办理结婚登记生活在一起属同
居关系。且双方共同生活不到3个月，
被告应按彩礼款 10万元的 70%返还原
告7万元。故依法判决：被告陈某妮及
其父陈某强、母英苛英于判决生效后，
10日内返还原告张某男彩礼款7万元。

判决生效后，被告一直不予履行
法院判决。原告遂向该院提出强制执
行跓。该院受理后，执行人员依法向
被执行人陈某妮及其父母送达了执行
手续。但其仍无动于衷，不予理会。6
月 1 日，该院采取集中执行行动，将被
执行人莫某英依法拘留。6 月 2 日上
午，陈某强履行完毕。

和解执行彩礼款
矛盾化解细无声

为人担保欠巨款
履行判决被拘留

项城市法院

强力推进“无执行积案法院”争创工作

发家致富靠养猪 料款不付成“老赖”“老赖”回家收麦被逮

“黑名单”让“老赖”主动还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