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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宁陵县人民法院始终将破解
执行难题作为重中之重，坚持“权利实现
最大化、执行效率最大化”原则，确保胜
诉人权益实际兑现，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继续保持全省“执行无积案先进法
院”的好态势。

强制执行 倒逼“老赖”主动履行义务

“感谢法官帮俺要回了钱！要不是你们
逮住了他，我的钱也不知啥时候能要回来，
真多亏你们啦！”这是近日在该院集中发放
执行款仪式上，申请人王某感激的话语。当
天，他还向执行干警送上锦旗表示了谢意。

2016年，一直做建筑生意的郭某曾在
承包工程期间以垫付工人工资为由先后向
王某借款 6万余元。到期后王某多次催要，
郭某均推脱不还，无奈之下王某诉至法院
并申请强制执行。面对典型的“老赖”郭
某，执行干警利用集中执行行动果断将其
抓获，并依法拘留。在强大的法律威慑
下，郭某最终主动将全部欠款归还，案件
圆满执结。

这只是该院集中执行行动的一个缩

影。为有效打击“老赖”，该院先后开展了
“春雷行动”“百日执行”“夏季雷霆”“秋
季风暴”等集中执行活动，对有履行能力
而逃避执行、抗拒执行的被执行人，打好
限制出境、限制高消费、公开曝光、罚
款、司法拘留、追究刑事责任等强制措施

“组合拳”，做到“拘留一批、曝光一批、
打击一批”，让老赖“没福享、没处藏、没
钱赚、没路走”，促其主动履行义务，使申
请人的权力得到保障。

联动执行 让失信者再也无处藏身

“以后绝对不做‘老赖’了，这人都丢
到家了。”9月 24日晚，宁陵县人民法院执
行法官带领法警，将正准备休息的“老
赖”李某逮个正着。

今年2月，李某被法院判决归还周某欠
款 2万元。但判决生效后，李某仍拒不支
付。执行法官在受理案件后，多次到李某
住处、公司等地寻找，难觅其行踪。经与
公安部门联络，法官通过公安联网的数据
库对被执行人进行查找。果然在一个周末
的晚上，法官接到县公安机关的电话，称

李某正在商丘市区某宾馆住宿。来不及吃
饭，法院干警便驱车赶往商丘市区，对正
准备休息的李某实施抓捕。最终，李某被
送进了拘留所，案件得以执结。

近期以来，该院借助全市首个公安机
关派驻法院警务工作室，利用公安系统平
台查询锁定“老赖”信息；结合率先开通
的“一案一账户”案款管理平台，衔接执
行系统与银行系统，通过立案时的案件号
直接生成对应的银行子账户进行转账；联
合县国土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等单位，建
立不动产查控平台，通过联合内网，快速
查控被执行人不动产信息；每季度向银
行、工商、房管等部门书面推送被执行人
信息，从贷款、购房、出行等方面对“老
赖”进行联合惩戒，使一批“老大难”案
件得以执结。

智慧执行 使申请人权利最大化实现

“你好，是法院吗？我在网上看到悬赏
公告，前两天见到李某在俺这出现过……”
10 月 10 日，一名提供线索的群众打来电
话。一个多月来，宁陵县人民法院已收到举

报“老赖”行踪或财产线索信息10余条，悬赏
执行受到群众广泛关注和支持。

他们凭借全市率先开通的“宁陵执
行”官方微信，公开执行内容，通报执行
情况，发布“老赖”信息，提供网拍公
告。同时，进一步细化当事人申请悬赏执
行办法，积极运用宣传车、“大头照”等，
在县城中心、广场等人群密集处曝光“老
赖”。对执行案款公开集中发放，邀请省、
市、县人大代表及媒体记者参与见证。建
立新闻发布会制度，邀请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及各级媒体记者参加，公布打击拒执
典型案例，确保执行透明公开。截至目
前，该院已对 17名“老赖”集中向社会发
出了执行悬赏公告，累计张贴悬赏执行公
告 220余份，加大了对“老赖”打击力度，
让其无处藏身。

“在解决执行难工作攻坚克难的紧要关
头，我院坚持多措并举，全方位对老赖进行
打击，通过多种渠道执行，更有利于掌握‘老
赖’行踪，弥补人难找、财产难寻的问题和不
足，提升了执行效率，社会反响效果很好。”
该院党组书记、院长王宏伟告诉记者。

破解执行难题 让人民获得感更加充实
——宁陵县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侧记

本报记者 王 冰 通讯员 边丽娜

法治短波

入冬以来，宁陵县人民法院采取灵活的宣传车曝光“老赖”模
式，无论是工作日还是节假日，曝光“老赖”行动从不间断，不仅
惩戒了“老赖”，也增强了群众维权意识。 孙速启 摄

本报讯（梁锦学 宋忠辉） 今年1月份以来，睢县人民
法院在执行涉农民工案件过程中，开通绿色通道，优先安排
人力、物力，采取多种措施，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老赖”
出重拳、下狠招。

该院通过罚款、拘留、公开曝光、限制高消费、降低信
用等级等措施，加大对“老赖”的司法威慑，确保农民工及
时实现权益。自今年 7月 1日以来，该院共执结涉农民工案
件62件，执行标的额186万元。

睢县法院

为讨薪开辟“绿色通道”

本报讯（杜伟杰） 11月27日，虞城县公安局稍岗派出所
组成禁毒宣传小分队来到稍岗村，开展禁毒知识宣传活动。

禁毒宣传小分队民警采取展出禁毒宣传画板、发放禁毒
宣传资料、面对面宣讲毒品危害等方式进行宣传。其间，共
向群众发放《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手册》《新型毒品防范手
册》《禁毒知识宣传小报》等禁毒宣传资料800余份（册），面
对面教育群众190人（次），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该村村民
纷纷表示：“禁毒宣传活动使我们认清了毒品对个人、家庭、
社会的危害性，增强了我们维护社会稳定、安全、自我保护
和遵纪守法的意识，为创建平安辖区、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
环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稍岗派出所

走村入户宣传禁毒知识

本报讯（速 启）近日，宁陵县人民法院开展了涉农民工
工资案件专项执行活动，对全部未执结案件集中排查、筛
选，持续对“老赖”施压，掀起“涉农维权”执行高潮。

“没想到那么快就能要到钱，法官真是辛苦啦！”11月23
日，张某如愿拿到了应得的 2万余元工资款，对宁陵县人民
法院高效执行表示了感谢。原来，张某跟随孟某在其所承包
的工地打工，工程结束后，孟某承诺回家后一次结清全部劳
动报酬，但此后张某多次催要工资款孟某均推脱不予给付，
张某于是诉至法院并申请执行。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
开辟“绿色通道”，果断对被执行人孟某采取措施，做到快执
快结。不到一周，张某就拿到了全部工资，喜笑颜开。

自 11 月份以来，该院共排查整理涉农民工工资案件 8
件，执结5件，执结标的20余万元。

宁陵法院

掀起“涉农维权”执行高潮

为实施商丘城市建设规划，加快市区城中村改造步
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有关法律、法规
之规定，商丘市国土资源局拟报请市政府收回睢阳区新城
办事处许楼（西）城中村改造项目中东至世博路，西至经五
路（规划），南至南京路和商丘市永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北至纬一路（规划）范围内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相
关权益单位或个人对拟收回上述范围内的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享有听证的权利，如对收回有异议或要求听证的，
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日内，持合法产权证明、有效身
份证件等有关材料提出书面听证申请（听证时间另行告
知）。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听证。特此公告。

联系人：徐 坤 屈金礼 联系电话：0370—3277737
联系地址：商丘市国土资源局睢阳分局东方国土资源所

商丘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11月28日

商丘市国土资源局
拟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

为实施商丘城市建设规划，加快推进古城保护建设进
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有关法律、法规之
规定，商丘市国土资源局拟报请市政府收回河南商丘大有丰
酱园西马道南街东侧、绣花厂、煤炭总公司南侧、生活路西
侧、中山西三街北侧，总面积14530.747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相关权益单位或个人对拟收回上述范围内的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享有听证的权利，如对收回有异议或要求听
证的，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日内，持合法产权证明、有
效身份证件等有关材料提出书面听证申请（听证时间另行告
知）。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听证。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 辉 姚化森 联系电话：0370—3778329
联系地址：商丘市国土资源局睢阳分局

商丘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11月28日

商丘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拟收回河南商丘大有丰酱园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
10 时至 2017 年 12 月 14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sf.taobao.com/sf_item/561889336110.htm?
spm=a213w.7398554.paiList.21.tUMyaS，户名：永城市人
民法院)，公开拍卖永城市东城区百花路东、东方大道
南商业房地产。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
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朱法官
联系电话：13460163999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27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批准，
下列机构获准开业并颁发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
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
所列为准。批准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
监管分局，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城高庄支行
地址：河南省永城市高庄镇府前街西侧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11月22日
获准颁发日期：2017年11月23日
机构编码：B0615S341140047
许可证流水号：00589613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rc.gov.cn）上查询。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

颁发金融许可证公告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批准，下
列机构获准开业并颁发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
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为
准。批准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
局，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城刘河支行
地址：河南省永城市刘河镇新建社区中心十字路口西北角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11月22日
获准颁发日期：2017年11月23日
机构编码：B0615S341140051
许可证流水号：00589617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rc.gov.cn）上查询。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

颁发金融许可证公告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批准，下列

机构获准开业并颁发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
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
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为准。批准机
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城裴桥支行
地址：河南省永城市裴桥镇主街道东段北侧派出所西

200米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11月22日
获准颁发日期：2017年11月23日
机构编码：B0615S341140050
许可证流水号：00589616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
cbrc.gov.cn）上查询。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

颁发金融许可证公告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批准，

下列机构获准开业并颁发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
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
所列为准。批准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
监管分局，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城太丘支行
地址：河南省永城市太丘镇政府西50米路北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11月22日
获准颁发日期：2017年11月23日
机构编码：B0615S341140049
许可证流水号：00589615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rc.gov.cn）上查询。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

颁发金融许可证公告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批准，

下列机构获准开业并颁发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
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
所列为准。批准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
监管分局，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城卧龙支行
地址：河南省永城市卧龙镇主街道十字路口北200米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11月22日
获准颁发日期：2017年11月23日
机构编码：B0615S341140048
许可证流水号：00589614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rc.gov.cn）上查询。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丘监管分局

颁发金融许可证公告

本报讯（卢炳霖）“你们是宁陵法院
不？刚才有个自称是你们法院的叫我
缴纳罚款，要不就把我当成‘老赖’曝光
我。”近日，一名交通违法“老赖”将电话
打到了宁陵县人民法院办公室。

自今年 1月份开始，宁陵县人民法
院与县公安交警大队联手共同开展打
击交通违法“老赖”活动，依法全面清理
交通违法。截至目前，已经受理县公安
交警大队申请的非诉执行案件49起，惩
治交通违法“老赖”42人，已有29人到法
院缴纳罚款。也有部分被执行人因距
离较远或其他原因，通过转账或发红包
的形式将罚款足额缴清。

该院党组书记、院长王宏伟表示：
“交通违法人数众多，如果不及时解决，
会对行政执法权造成影响，同时也会对
被执行人审车造成影响，对其自身信用

造成影响。开展这项活动不仅能够让交通违法行为
人受到应有的惩戒，也能够积极推行联合信用惩戒
机制，更能够提高交通参与者遵法守法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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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赵学志） 为进一步
提高辖区群众禁毒、防毒意识，
11月 24日，虞城县公安局稍岗派
出所民警利用“一村一警”大走
访到辖区刘寨村进村入户走访之
际，进一步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在到每家每户走访的过程中，
该所民警针对群众辨别是非能力
差、抵制毒品侵袭心理防线弱、对
毒品危害性和吸毒违法性认知少，
容易受到毒品的侵袭这一特点，向
村民散发禁毒宣传单页，并细心讲
解毒品带来的危害性，让群众一定
要提高警惕，免受毒品侵害，并将
禁毒知识向各自家庭进行宣传。同
时，民警还结合实际为群众讲解

“禁毒知识与危害”“如何预防和抵
制毒品”“禁毒的法律法规”“新型毒品”等多方
面知识，并发放禁毒知识宣传资料。通过禁毒活
动的宣传，使辖区群众进一步增强了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的自我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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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作品序号 文章名称 作者 联系电话

特别奖（1） 1 祝福，商丘分行 胡晓丽 18638036996
一等奖（1） 16 我们是朋友 王英华 13569568323
二等奖（2） 10 我和郑州银行商丘分行的故事 康荣勤 15224826202

25 温暖无处不在 李景东 13255368936
三等奖（3） 21 老乡，你好——

我眼中的郑州银行商丘分行 李 梅 18519076550
19 三年结下一生情 赵真真 18310052659
18 为郑州银行点个赞 苏旭升 15676936696

领奖地址：
文化东路郑州银行商丘分行
咨询电话：
0370-3393628/2617730
领奖日期：
等候通知

名次 作品序号 文章名称 作者 联系电话

优秀奖 7 郑银服务暖人心 侯张彦 13598318686
8 情定丽人卡 张学鹏 13837060470
9 郑州银行，一起走过的岁月 马明义 13849687255
29 一件小事 张曦曦 13260399912
13 我与郑银故事 郭珂娜 18336934740
4 我眼中的郑州银行 屈 晗 15660751362
20 郑州银行，遇见你真好 乔月贵 13554075800
14 我与郑银故事 李 珂 15236811015
22 一次兑换，终生难忘 彭志密 13510456808
26 永不褪色的温暖记忆 田 新 15082952877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