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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卫东区法院

强化部门联动 合力执行攻坚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亚

洲 通讯员卫法宣）自最高人民法院开展基
本解决执行难的决策以来，平顶山市卫东区
法院紧盯目标任务，克难攻坚，取得了显著
成效。2016 年以来，该院受理执行案件 4515
件，已结案 4088 件，结案率 90.5%，执行到位
金额 3.5亿元。其中，2018年结案 2193件。

据该院执行局局长周刚介绍，近三年的
工作中，该院坚持狠抓执行队伍建设和执行
信息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工作中，该院
不断加强组织领导，凝聚各方力量，推动形

成了“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政法
委协调、法院主办、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
执行工作大格局。卫东区委、区委政法委主
要领导多次听取执行工作汇报，出台了相应
的执行联动机制文件，有力地推动了工作开
展。该院还实行院领导分包案件制度，院领
导在亲自办理执行案件的同时还分包执行
办案小组，每位院领导亲自办理执行案件不
低于 10件，每周至少听取一次分包办案组案
件执行情况，并就车辆和人员等具体问题进
行协调。同时，该院为分解执行案件压力，

更好解决立、审、执协调问题，实行院庭长办
案制度，2018 年以来，院庭长亲自办理案件
677 件。同时该院以深化司法改革为契机，
配足配强执行力量，共配备执行人员 41 人，
其中员额法官 7人，在编干警 15人。

该院还严厉打击规避执行、抗拒执行
行为，加大失信联合惩戒力度，先后发布失
信被执行人 3603 人次，限制高消费 1370 人
次，通过各种途径累计曝光失信被执行人
1200 多人次。今年以来，该院审理拒执犯
罪案件 14 件。

日前，鲁山县委
政法委机关全体人员
邀请该县书法家协会
的 6 位书法家到磙子
营乡韩东村，举办了
平安创建迎新年送春
联惠民活动。当天，共
向韩东村及附近居民
赠送500多副春联，发
放1000多份中原平安
家园治安保险产品宣
传单、崇尚科学反对邪
教宣传单。

通讯员李俊芳摄
影报道

12 月 25 日 ，舞 钢
市法院召开了执行冬
日 攻 坚 新 闻 发 布 会 。
该院党组成员、执行局
局长杨红波介绍，今年
12月以来，该局举全局
之力，强化执行力度，
共 拘 留 被 执 行 人 39
人，结案176件，到位案
款1200余万元。

通讯员 唐晓燕 摄
影报道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陈亚洲 通讯员 付康生 张雯）12
月23日，平顶山市新华区法院依法
扣划被执行人赵某在某保险公司购
买的理财型保险金 8 万余元，为那
些试图通过购买保险逃避执行的失
信被执行人敲响了警钟。

2017 年，王某与赵某等合同借
款纠纷一案，经法院审理，依法判令
赵某归还王某借款本金及违约金
11 万元。因赵某没有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王某申请法
院强制执行。案件执行中，通过“总
对总”查控系统没有发现可供执行
财产线索，但执行干警并未放弃查
找赵某其他的财产线索。为了尽可
能地挽回申请权利人损失，该院充
分发挥线下司法查询功能，发现被
执行人赵某名下有多种理财型保险
产品，经多次沟通协调，并报请其上
级保险公司批复后，成功扣划保险
金8万余元。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陈亚洲 通讯员 付康生 张雯）

“我来帮我哥交钱的，他在外省没
法买机票了，请把他的名字从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上面撤下来吧！”12
月24日一大早，被执行人康某的弟
弟来到平顶山市新华区法院帮哥
哥履行还款义务。

2016年，康某与常某合伙在河
南投资办厂，后企业因亏损倒闭，
康某欠了常某投资款 12 万元。
2017年年底，该院判决康某归还欠
款。常某申请执行后，被执行人康
某不但拒不履行义务，还逃得无影
无踪。经调查，执行干警将康某的
信息录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库。2018年12月，被执行人康某原
本要坐飞机去外地洽谈一笔业务，
但在购买飞机票时被告知由于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而无法购买，
乘坐高铁、入住酒店等同样被限，
康某终于感受到黑名单的“威力”，
最终“服软”，让弟弟来到该院帮其
归还所拖欠的全部款项。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陈亚洲 通讯员 杨松播）日前，汝
州市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第
一届全国法院审判管理优秀业务
单位”称号。该院与全国审判管理
业务优秀的数百家基层法院展开
角逐，最终成功入选，成为全国获
此殊荣的62家基层法院之一，河南
省仅两家基层法院获此荣誉。

近年来，该院紧紧围绕执法办
案第一要务，立足新时期审判管理
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针对审判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探索行之
有效的审判管理方法，形成了一整
套审判管理制度机制，促进审判质
效不断提升，审判质效主要指标位
居全省基层法院第一方阵。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付哲飞）日前，宝丰县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桓贯超，政法委副书记连金义等人，到宝丰县
法院调研指导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并看望慰
问扫黑除恶专案组的干警。该院院长沈伟轩陪
同慰问。

桓贯超一行首先旁听了当天已经开了 9
个小时还未结束的扫黑除恶庭审现场。随
后，在专案组集中办案点实地察看了干警
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并和干警进行座谈，详
细听取了专案进展情况汇报，了解当前存
在的问题和困难，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意
见与建议。

桓贯超要求专案组全体干警，要心怀强
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

精神，全力以赴投入扫黑除恶专案攻坚工作；
要坚持依法办案，规范所有的程序、证据，不
断提升办案能力、水平，确保把每一起专案都
办成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铁案；要坚持
除恶务尽，深挖彻查专案涉及的每一起犯罪
问题及其背后的“保护伞”“关系网”，切断黑
恶势力经济链，坚决防止死灰复燃；要严守工
作纪律，保守案情秘密，排除一切干扰，专心
静心办好专案，对打招呼说情，干扰办案的，
要及时向组织汇报、登记在案。

沈伟轩表示，该院将在县委、县政府的
领导支持下，以“零容忍”的态度，出重拳、下
重手，全力扫除宝丰县的黑恶势力，形成对
黑恶势力犯罪的压倒性态势，为“四个宝丰”
建设忠诚履职、贡献力量。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张春阳）为推进
以案促改工作的有效开展，充分发
挥干警家属在以案促改工作中的积
极作用，今年8月份以来，平顶山市
湛河区法院在全体干警中组织开展
亲情寄语征集活动，并于近日制作
成匾，挂至每位干警的办公室中，收
到了良好反响。

此项活动得到了全院干警及家
属的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他们纷纷
亲笔书写亲情寄语，有父母对子女的
叮咛，有夫妻之间的关爱，有子女对
父母的提醒。一句句质朴平实、温馨
感人的亲情寄语，表达了家属们对干
警的亲切关怀和良好祝愿。

通过征集亲情寄语并制匾上
墙，时刻警示、激励和鞭策干警不要
辜负家人的深情和重托，使广大干
警自觉树立起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廉洁司法的职业意识，打造了一条
家庭助廉防线，巩固了以案促改活
动的成果。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刘向东）为深入
推进“三清”示范区建设，弘扬清风
正气，提升全区党员干部群众廉洁
意识，平顶山市卫东区纪委监察委
组织开展廉政戏曲巡演活动。

为了保证演出效果，该区纪委
监察委和平煤神马豫剧团联合打造
了豫剧现代戏《使命》。通过戏曲的
形式，让干部群众在欣赏传统戏曲
的同时，增强遵纪守法和环境保护
意识。12月22日，巡演在卫东区北
环路街道上张村率先开演，共吸引
700多名党员干部群众现场观看。

该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察委副
主任杨华表示，廉政戏剧《使命》不
仅对于促进党员干部廉洁从政具有
很强的警示作用，而且对于保护生
态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教育意义。

为将这部戏曲打造为廉政精
品，卫东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
监察委主任陈永斌多次到彩排现场
进行点评，并邀请市纪委监察委有
关领导到场进行指导。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杜晓惠）12 月 25 日上午，宝丰县公安
交警大队举行新闻通气会，通报开展“平安守
护”专项行动的工作情况，同时又曝光了一批
近期交通违法较多的运输企业、事故多发路
段和交通违法典型案例。

据了解，自“平安守护”专项行动开展以
来，宝丰县公安交警大队按照上级公安机关
的统一安排部署，狠抓路面整治“四大行动”
（一是严整严治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专项
行动、二是打击假牌套牌假证违法行为专项
行动、三是农村面包车交通安全专项治理行

动、四是国省道交通秩序集中整治行动）、道
路隐患排查整治、重点车辆和驾驶人源头隐
患排查清理、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等工作。该
大队共出动警力 1920人（次），警车360辆（次），
现场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2512起，其中查获
醉驾23起，酒驾22起，假（套）牌19起，农村面包
车超员20起，违法“黑加油车”4辆，违法运载烟
花爆竹两起，严重超员客车一起，其他交通违法
行为2421起。通过强有力的重点交通违法行
为查处，不仅有效消除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还对那些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者起到了强有力
的震慑，确保了辖区道路的安全有序畅通。

扣划理财型保险金
促执结

让“老赖”寸步难行

汝州市法院
获全国殊荣

廉政戏曲巡演受欢迎

亲情寄语助推以案促改

慰问法院扫黑干警

确保道路有序畅通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张建立）日前，宝
丰县法院组织 30 名执行干警、6 辆
警车再次开展冬季攻坚专项执行
活动。随着该院党组书记、院长沈
伟轩一声令下，执行干警兵分两
路，迅速前往前营、大营、闹店、周
庄等乡镇被执行人所在地，给躲避
执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义务的“老赖”重拳一击。

当天，执行一组率先到达闹
店周某家中，周某因外出打工，执
行干警依法向周某的妻子送达相
关法律文书，并告知不履行义务
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周某的妻
子听后，当即承诺愿意替其丈夫
承担责任，履行义务。下午 3 时，
周某妻子如约来到法院，案件得
以执结。

此次集中行动，宝丰县法院共
依法传唤被执行人 9人，拘传 3人，
达成和解协议两案，履行完毕一
案，到位标的5.4万元。

专项行动抓“老赖”

基层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