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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 作 日 报 社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联
办

本报讯 （记 者 郭嘉莉）
“爸，我现在在法院呢，咱赶紧
把这钱还上吧，这要是传出去，
我这公务员还怎么考呀！”“还、
还，爸这就去法院还钱……”

今年4月份的一天，沁阳市
法院执行局办公室里，一个女孩
带着哭腔，对着电话焦急地说
着。“姑娘，你也不用太着急，
只要你父亲能把这笔钱还上，不
会影响你以后就业。我们这样
做，就是要让你们知道，不守诚
信 的 人 ， 在 社 会 上 将 寸 步 难
行。”执行干警安抚着女孩的情
绪，女孩若有所思地低下了头。

原来，2017 年，在外地做
生意的胡某急需周转资金，但他
知道自己的信誉不好，无法贷
款，就让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儿向
沁阳农商银行申请借款 8 万元，
并让家里的亲戚担保，最终将8
万元借出。谁知胡某因经营问
题，生意始终没有起色，借款到
期后一直拖延不还，还躲在外地
不回家。

沁阳农商银行于 2018 年 11
月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经过
调查，得知胡某的女儿没有工
作，不具备还款能力。当初为其
担保的亲戚亦未查到可供执行的
财产，案件执行一度陷入僵局。

解铃还须系铃人。“涉金融
案件集中执行月活动”开始后，
沁阳市法院执行干警决定从胡某

下手。经过排查，执行干警发现
胡某在外地经营生意多年，虽然
近两年生意不太景气，但还是有
一定的经济实力。执行干警多次
上门，却始终找不到胡某本人，
于是执行干警将拒不履行法院判
决的严重后果详细地告知了胡某
的女儿。其女儿得知失信惩戒会
严重影响自己以后报考公务员、
买房、出行、旅游等工作生活
后，便督促远在外地的父亲快速
还款。

“你别听法院这些人的，他
们都是吓唬你呢。”刚接到女儿
电话的胡某不以为然。

“爸，人家法院的人来了好
几趟了，听他们说得挺严重，应
该是认真的。”

“不用理他们，不会有事
的，闺女。”胡某很自信地给女
儿说。

直到今年4月，沁阳市法院
执行局干警将胡某的女儿叫到法
院，对其下最后通牒时，胡某的
女儿当场给父亲打电话，于是便
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一周后，胡某如约来到法
院，还清了欠款。“我本来还打
算再拖两年，等手头攒点钱再还
这8万元借款，谁知这失信惩戒
这么厉害。法官，我这就把钱还
上，如果真耽误了孩子的将来，
我这做父亲的心里得愧疚一辈子
呀！”胡某自责地说。

女儿“顶包”将受惩
老爸情急把钱还

本报讯 （记 者郭嘉莉）
“你们是什么人，怎么进来的？
再不出去就不客气了！”“啊——
你怎么咬人，快放开！”“你们这
是私闯民宅，我要告你们……”

2019 年 6 月 15 日，博爱县
人民法院在执行一起案件时，被
执行人杜某甲的妻子陈某蛮横无
理，阻碍执行，将一名执行干警
的胳膊咬伤。

2013 年 11 月，张某向博爱
信用联社下属的柏山信用社借款
55000 元，双方约定借款期限至
2014年11月，月利率为11.49‰。
同时，信用社明确贷款需要担
保。为顺利借到钱，张某找到多
年好友杜某甲、杜某乙和李某为
其担保。面对张某的请求，三人
一来不好意思驳了朋友的面子，
二来认为只是签个字的事，于是
就为张某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
借款后，张某开始还能按照约定
每月按时支付利息，但随后便以
种种理由不再支付利息。2014
年贷款到期后，张某也未在规定
的时间内还款，信用社遂将张某
及三个担保人诉至法院。法院判
决张某10日内返还贷款55000元
及剩余利息，三名担保人对上述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张某

故意躲到外地，其三个好友也积
极为他“打掩护”。几人对此事
始终置之不理，既不还钱，也不
向法院说明情况，案件一时陷入
僵局。执行干警经多方排查，锁
定了担保人杜某甲的住址，并于
6 月15 日一早展开了突袭行动。
由于杜某甲家大门反锁，无法进
入，执行干警只好翻墙入院。就
在执行干警准备从里面打开大门
时，杜某甲的妻子陈某冲到门
口，用身体挡住大门并一口咬住
执行干警的胳膊。该执行干警忍
住疼痛打开了大门，同事们便迅
速将陈某控制。此时，该干警的
手臂上渗出了血迹。

“我们三个人当时都签字担
保了，你们凭什么只抓我一个
人？”杜某甲眼看妻子被抓，觉
得再也藏不住了，冲出来和执行
干警大吵起来。

“你们三人一个都跑不了，
只要签了字就有连带赔偿责任，
谁不履行谁受法律制裁。”杜某
甲听后，一下子蔫了，立即向执
行干警承认错误并表示会尽快找
到张某。最终，杜某甲的妻子陈
某因妨碍执行公务，暴力抗法，
被拘留15天、罚款2000元。

被执行人张某迫于法律的威
严，很快将银行欠款一次性还清。

“老赖”妻子咬干警
暴力抗法被拘留

本报讯（记者郭嘉莉）好心
借钱给朋友帮其渡过难关，谁知
朋友却过河拆桥，迟迟不还不
说，还埋怨自己不够意思，最后
竟玩“失踪”当“老赖”。近
日，武陟县人民法院依法拍卖了
这个“老赖”的房产，顺利执结
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

2015 年，牛某因做生意急
需资金，便分三次向“铁哥们
儿”芦某借了 28 万元。谁料钱
到手后，牛某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过一样，再也不提还钱的事。在
卢某的催促下，牛某一边满口答
应还钱，一边却一拖再拖。见牛
某根本没有还钱的意思，芦某便
于2017年将其起诉至法院。

“我们俩关系特别好，想着
他肯定不会赖账，当时见他确实
有难处，就特别爽快地把钱借给
他了。谁知我对他倾囊相助，他
却当起了‘老赖’。”面对法官，
芦某掩饰不住内心的气愤。

鉴于两人曾经关系不错，执
行干警认为有调解回旋的余地，
便将二人请到法院。

“看来不把你请到法院是不
行啊，当初要不是看在咱俩关系
这么好的份上，我才不会借给你
这么多钱！”芦某一看到牛某便
数落起来。

“我没想要赖账啊，只是一

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你看你着
什么急，非要闹到这里！”牛某也
越说越气，埋怨朋友不够意思。

眼看两人要吵起来，法官及
时将两人劝解开。后经调解，双
方自愿达成协议，牛某答应到
2018年6月底前分三次还清借款
28万元。

协议达成后，一晃一年过去
了，牛某依然分文不给，芦某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
中，法院向被执行人牛某送达了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法律
文书，但牛某签收手续后，便玩
起了“失踪”，故意躲避执行。

“法官，现在完全找不到牛
某人了，我的电话微信都被他拉
黑了。”

执行法官一边安抚芦某的情
绪，一边深入调查，后发现牛某
名下有房产一套。经房管部门核
实该房屋情况后，法院当即决定
查封这套房子并依法进行司法拍
卖。

之前一直玩“失踪”的牛某
听到消息后，立刻现身法院：

“法官，再宽限我几天，我想办
法筹钱，不要拍卖我这套房子行
吗？”“牛某，你言而无信，这套
把戏没用了，现在必须依法执
行。”最终，法院将拍卖的房款
284510元给付了芦某。

借钱不还失诚信
拍卖房产没商量

本报讯（记者郭嘉莉）在金融执
行月活动中，博爱县法院将涉银行、
信用社等金融企业的借贷款案件作为
执行重点进行攻坚，一批“老赖”纷
纷落网，或主动履行，或被强制执
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
果。

河南某轴承制造有限公司因资金
周转，通过抵押厂房设备向中国银行
博爱县支行申请贷款 4463680 元，约
定2016年8月还款。到期后，该公司
以种种理由拒不偿还，中行博爱县支
行在多次沟通无果后将该公司起诉至
法院。

“当初我们那么信任这家公司，
将400多万元贷款发放给他们，没想
到他们竟然恶意赖账，使该款项成为
呆滞贷款，给我们银行造成巨额损
失。”

“你们之前和这家公司是怎样沟

通的？”
“一开始我们去还能见到公司负

责人，其让我们再宽限一段时间，一
定能还上。可后来公司负责人就开始
刻意躲避，根本见不到人了。”中行
博爱县支行工作人员无奈地向办案法
官倾诉。

博爱县法院办案人员在详细了解
情况后，依法进行调查，了解到该轴
承公司因经营不善已经歇业，企业负
责人也刻意藏匿，始终联系不上。办
案人员经过实地走访，发现该轴承公
司虽然厂房大门紧锁，但厂房外时常
有人巡逻走动。后得知该轴承公司厂
房内相应的配套机器设备还在，于
是，法院依法对该轴承公司的机器设
备进行查封，并在淘宝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进行公开拍卖。一个多月后，来
自全国的 10 余家企业在网上参与竞
拍，最终，山东某商贸有限公司以

1312300元竞得。
2019年3月的一天，博爱县法院

出动四辆警车、20余名干警，对被执
行人河南某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拍卖设
备进行强制执行。当天，执行干警刚
刚进入厂区，几名看护厂房人员立刻
将厂区大门紧锁，并以没有接到老
板通知为由，拒不让执行干警搬运
设备。“你们这种行为，已经是在妨
碍执行公务了，是要付出法律代价
的……”执行干警通过释法明理，最
终成功将设备全部运出并顺利交接给
山东某商贸有限公司。

“太感谢你们了！还以为这400多
万元一分都要不回来了，没想到最终
帮我们弥补了100多万元的损失。”当
法官将执行款给付中行博爱县支行
时，该行负责人对法官连连道谢，

“今后我们再放贷款就会多加小心，
谨防这样的不良企业。”

巨额贷款“打水漂” 强力执行挽损失
本报讯（记者郭嘉莉）为打击恶意逃避债务、

扰乱金融秩序行为，化解金融机构不良信贷金融风
险，助力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山阳区法院于6
月11日起，开展了涉金融案件专项执行活动。

该院执行局加强与金融机构的沟通、对接，共
同协商制订涉金融案件最优执行方案，对规避执
行、抗拒执行的7名被执行人采取司法拘留等强制
措施；运用联合信用惩戒机制及媒体功能，对72
名失信被执行人进行曝光，着力打击规避执行和恶
意逃避金融债务行为。

截至目前，山阳区法院共执结涉金融案件57
件，实际执行到位
标 的 134.8 万 元 ，
在辖区范围内形成
了打击失信行为的
高压态势，有力震
慑了逃避执行的违
法行为，最大程度
维护申请人的合法
权益。

山阳区法院

结案57件 追回134.8万元

本报讯（记者郭嘉莉） 6月起，焦作两级法院与金融机构联
合，在全市开展了“涉金融案件专项执行”活动，一场“涉金融
执行风暴”席卷全市。经过一个月的持续攻坚，该活动取得阶段
性成效。截至目前，全市法院涉金融案件执结543件，拘留被执
行人146人，搜查224次，执行到位金额11.16642亿元。

2019 年是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的关键一
年。为全面清理涉金融执行案件，有效打击和遏制逃避、规避、
抗拒金融债权行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服务保障全市中心工
作，焦作两级法院从6月起，在全市开展涉金融案件专项执行活
动，为焦作金融生态环境良性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打击逃避银行债权行为、服务实体经
济、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是当前人民法院的重要工作之一。为切实
提高办理涉金融执行案件的质效，全市法院组建了专门的金融案
件执行团队，重点围绕市中级法院排查出的500起涉金融机构未
结案件，倒排工期，狠抓落实，实行定督办领导、定承办人
员、定执行措施、定执行期限、定目标责任和重点案件领导
包案的“五定一包”责任制，确保专项活动取得实效。

全市法院专门开辟了涉金融执行案件立案、调查、处
置的快速通道，各金融机构可利用自身掌握的信息资
源，为法院执行提供有价值的线索；积极签发律师调
查令，拓宽查找财产渠道，有效发现财产线索；建立
执行联络人制度，积极探索新的执行方式，主动邀
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见证执行，最大程度保护
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

在执行中，全市法院保持高压态势，狠抓
财产查控，缩短评估期限，加大当事人议价、网
络询价、定向询价、网络拍卖力度，用好用活“黑
名单”、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和罚款、拘留、打击
拒执罪等失信惩戒措施，依法保障和实现金融债权。
对那些违反财产报告制度的被执行人，实行常态化的罚
款、拘留；对恶意逃避债务的被执行人，依法查封冻结相
关财产，符合相关规定的，依法采取限制高消费、纳入失
信名单等措施，在出行、招投标、评优评先等方面予以限
制；对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为稳定全市经济发展，全市法院坚持“善意执行”理念，依
法对被执行人审慎适用强制措施，灵活运用以资抵债、债权变股
权、厂房设备反租赁等多种执行方式，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的有机统一。

与此同时，全市法院积极与金融机构对接联络，对在执行过
程中发现的问题以及如何规范银行放贷行为、健全风险防控机制
等方面，及时提出司法建议和风险提示。

全市法院通过集中拘留一批失信被执行人、依法移送和受理
一批拒执罪案件、多渠道曝光一批失信“老赖”，不断加大对涉
金融执行案件被执行人的打击力度，在全社会营造全民守法、守
信的良好氛围，大力推进涉金融案件的执行。

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李沙弟表示，法院开
展涉金融案件专项执行活动，既是切实打击规避金融债权执行行
为的重要举措，也是维护本地金融市场安全、强化司法服务职能
的重要体现。全市法院将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建立常态化的涉
金融案件专项执行机制，公正稳妥执行各类涉金融案件，为全市
金融企业健康发展创造更好的司法环境。

焦作：“涉金融执行风暴”席卷全市
已拘留“老赖”146名 追回欠款11亿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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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武县法院将拒不执
行的“老赖”拘留。

司铃云 摄

⬆修武县法院执行干警耐心细致做被执行人思想工作。
司铃云 摄

⬆修武县法院执行干警
到亿祥小区拘传被执行人。

司铃云 摄

⬆中站区法院查封“老赖”车辆。
杨晨子 摄

⬆山阳区法院将“黑名
单”贴到家门口，让“老赖”
无处遁形。

李奕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