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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天弘永定今年以来收益率超30%
近期农业板块表现抢

眼，农业股成为反弹主力军，
重仓农业股的基金收益不断
走高。以天弘永定价值成长
股票为例，中国银河证券数
据显示，截至8月15日，今年
以来天弘永定价值成长股
票 的 收 益 率 已 达 到
3 0 . 2 2%，全市场基金收益

排名第 2。同样重仓农业股
的天弘周期策略股票8月以
来业绩快速提升，仅半个月
就实现了4 . 9%的净值涨幅。
天弘永定2 0 1 4年二季报显
示，该基金二季度主要增配
了农、林、牧、渔业股票，占
资 产 净 值 比 较 上 期 增 加
32 . 6个百分点。

混合基金配置价值凸显 工银新财富基金本周发行

股票和债券市场交替表
现，混合型基金逐渐成为市
场的香饽饽。Wind资讯统计，
截至8月8日，今年以来市场
上共发行混合基金51只，超
越股票基金以及货币基金发
行数量。

工银瑞信基金本周(8月
18日)开始加入混合基金发行
队伍，发行的新财富灵活配

置混合型基金以0-95%的仓
位瞄准股票一级、二级市场
和债券市场。

作为混合型基金品种，
工银瑞信新财富灵活配置混
合型基金股票仓位可控制在
0到95%之间，这种全布局的
仓位模式可根据市场转换灵
活配置，成为公募市场的“全
能种子选手”。

三星支援大学生山东支教 为山村孩子筑梦
——— 做中国人民喜爱的企业，贡献于中国社会的企业

开始支教之前，来自曲阜
师范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高
若涵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大
的“能量”。从8月1日开始，高
若涵和其他大学生志愿者一
行8人，来到山东省济宁市泗
水县圣水峪镇营里村营里小
学进行支教。

孩子们用他们的实际行
动对大学生的到来表示了欢
迎。“孩子们喜爱我们的活动
且争先报名，有110个孩子参
与。” 高若涵开心地表示。

这种资助大学生来到西
部支教的活动，被称作“西部
阳光”，是中国三星和西部阳
光发展基金会从2004年起携
手开展的。中国三星每年在各
大高校选拔大学生，资助他们
来到西部山区，与那些最偏远

地区大山的孩子们朝夕相处，
为他们提供艺术活动、素质拓
展、励志美德、趣味知识等课
程。

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
表示，“农村的孩子，也需要健
康、快乐、有意义和合理的生
活，西部阳光行动有助于孩子
找到这样一个价值观和幸福
观。”

“西部阳光“行动从2004
年开始一直到今年，共有2200
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参加到该
活动中。2014年暑假，又有410
名大学生利用自己的暑假时
间来到陕西、云南、贵州、广
西、甘肃、宁夏、四川等11省
区、41个山区小学进行支教。

据了解，除了大学生志愿
者外，今年的活动还有百余名

中国三星的志愿者，辅助开展
西部支教，在“分享经营”的理
念指导下，中国三星一直在青
少年教育、社会福利、农村支

援、环境保护等方面开展各种
社会公益活动，立志成为“中
国人民喜爱的企业，贡献于中
国社会的企业”。

大学生志愿者教孩子们玩球。

带病坚守岗位，敬业法官执结两起跨省巨额执行案

辗辗转转66000000里里追追回回660000多多万万元元货货款款
近日，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人员历时四天，辗转江苏、上海等七地，往返约3000公里，顺利执

结两起大标的额跨省案件，为企业追回拖欠已久的货款600多万元。
被执行公司为全国“知名”老赖企业，法官执行遇南方连日大雨，为尽快执结，法官冒雨趟水一天

查询近30个银行网点，为节省时间，法官经常以方便面为食。六天辗转七地3000公里，执结归来法官连
日高烧不退，但仍带病坚守岗位。

本报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王希玉

14日下午，山东聊城鲁西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和
聊城之恒物资有限公司负责
人来到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送来了绣有“执行神速，真诚
为民” 、“尽职尽责，一心为
民”字样的两面锦旗及两封感
谢信，以表达他们对中院及执
行人员的感激之情。

两个企业负责人所要感
谢的对象——— 聊城市中级人

民法院执行法官张涛却正带
病在外地办理案件。“那几天
工作强度太大了，又加上连
续多天淋雨，执结完之后就
感觉整个人都泄气了，回聊
城就连续多日发高烧。”张涛
说，打着点滴，为了尽可能将
其手上的案件执结，他带病
去办案了。

他们为什么要感谢法官
呢？原来，两个公司与江苏某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江苏南
通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经中院审理判决
江苏两个公司偿还聊城两公
司货款及违约金600多万元。

判决生效后，江苏两公
司拒不履行法律义务。聊城
两公司急需这笔资金维持企
业运转，经多次讨要无果后，
向中院申请强制执行。

“我是5日接手这个案子

的，为了尽快执结这个案子，
6日早晨6点就和同事刘强一
起赶往江苏了。”张涛说，他
是 连 夜 将 异 地 执 行 手 续 办
完，又在网上查找了被执行
公司的一些资料，发现被执
行的公司分公司很多，而且
其中一个公司还在最高人民
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上。

“这可算得上是全国‘知名’
老赖企业了。”

企业送来锦旗，牵出敬业好法官

六天辗转3000公里跨省执
结标的额600多万，只是张涛所
办理的案件之一。从20006年以
来，他每年执结标的额近3亿。8

年来，为了执结案件，他被围过，
被追过。

张涛说，前几年，他到辽宁
去执结一起案件，是辽宁一个人
购买了8辆中通客车，但是却一直
不给钱。案件在聊城审理判决后，
张涛到当地去执行，不料车主提
前获得消息，将车藏匿起来。

张涛经过多方打听终于获
知，车辆藏匿地点，他就赶回聊
城，带了30多名法警，连夜返回
辽宁，在凌晨两三点时，进入停
车场将车辆强行开走。“当时车
辆被藏在2个停车场，由于在一
个停车场强行开走车辆后，另一
停车场获知消息，再去开车时，
车主开着车跟疯了似的乱撞。”
张涛说，车主叫的人不断聚集，
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开着车强行
向外走。最终将案件执结到位。

“当时要是不趁他们人少，赶紧
开走。我们连人带车都走不了
了。”张涛说。

还有一次，张涛到安徽去执
行案件，结果在银行执结完之
后，还未出银行大门，就被一群人
给围堵了。“当时我们就赶紧报
警，让公安把我们送到当地法
院。”张涛说，到法院之后，有五六
十个身上有纹身的青年在围在法
院门口。最后，没办法，他们让法
院派一辆警车将他们护送到高
速。“在高速上，那伙人要是追来，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回忆起往
事，张涛此时还有一些后怕。

每年执结

标的额近3亿

延伸阅读

执行法官张涛和刘强在6
日早晨6点从聊城出发之后，
他们为了能尽早赶到800多公
里外的江苏如皋市，采取车歇
人不歇的方法。

“我们是下午4点30分赶
到如皋市的，赶到之后，就直
接 奔 向 当 地 建 行 网 点 去 查
账。”张涛说，选择建行也是
根据他十多年的执行经验。

“他们是建设公司，在建行开
设基本户的可能性比较大。”

在当地建行查到江苏南
通某建设公司的账户，但是
这个账户已经被三家法院查
封了，而且还有四五家法院
一看账户没钱就没有查封。

“据银行工作人员说，这个公
司账户常年被法院执行，账
户上基本没钱。”张涛说，他
们想查封这个账户，银行工
作人员不大配合，因为之前
三家法院已经查封200多万，
再加上他们要封的350多万，

就600多万了。
面对银行工作人员的“劝

说”，张涛和同事坚决要查封，
等他们办理完一切手续之后，
已经快晚上 6点了。7日一大
早，张涛和同事6点多就起床，
前往银行网点。由于不知道被
执行公司在哪个银行开户，他
们经如皋市的建行、工行、中
行等几乎所有金融机构的所
有网点都查了一遍。

“那两天正好赶上下雨，

积 水 较 多 的 地 方 都 到 大 腿
了。”张涛说，他们就一手撑
伞，一手拿鞋和文件趟水查
询。由于雨较大，他们浑身都
湿透了，只能穿着湿衣服工
作。“湿衣服一穿就是一天，连
银行工作人员都说我们这么
卖命干什么？”

张涛和同事查询一天多，
查询了40多家银行网点，但是
才执行了不到30万，对此，张
涛和同事一筹莫展。

查询40个银行网点，执行不到30万

张涛一行在上海待了一天
半的时间，通过与当地法院的
接触，他们也未掌握到多少线
索。“当时有一些绝望，就是凭
着掌握的线索和经验，在周日
下午决定再到如皋去查。”张涛
说，当时杀个回马枪，其实他也
没有多大把握能执结到钱。“有
点赌博性质。”

从上海回到江苏如皋市已
是晚上8点，张涛一行在第二天
一早就起床，到被执行公司开

设基本户的银行去蹲守，等银
行八点开门，他们去银行查询。

张涛说：“当时一个银行经
理见到他们之后就说，‘你们不
是和公司协商好了吗？怎么又回
来了？’。”当张涛他们表明要再
次查询时，该经理说：“没什么查
头，现在账户上什么都没有。”

“这个负责人说话有些惊
慌，让人明显感觉不对。”张涛
说，他就装着非常自信地说，他
们已经掌握到线索，今天他们

账户有钱转过来。如果不让查，
一切后果你负。“其实，当时心
里一点也没底。”

通过查询发现，被执行企
业账户果然有800多万到户，张
涛他们喜出望外，但是此时，银
行工作人员要各种不必要的手
续，阻碍他们执结。“他们工作
人员就是说，需要这个手续，需
要这个领导签字，那个领导签
字……”张涛说。

在一切手续办好后，银行

工作人员说，执结款项的话需
要先将账户解冻，现在都有网
银，如果要是在解冻期间，钱被
划走，他们不负责。

“我当时一听他这话就是
想和企业里应外合，就直接对
银行说，你们先将网银断开，不
然资金出现问题，后果你们
负。”张涛说，他们听了之后，就
没敢再为难我们。张涛说，在钱
执结到位时，他整个人像撒了
气一样，回到聊城烧了好几天。

一个回马枪，执结全国知名“老赖”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法
官张涛。

本报记者 孟凡萧 摄

“查询的那40多家银行网
点，有账户的不管有钱没钱都
给查封了。”张涛说，很多账户
基本上是常年没钱的。

查完之后，张涛和同事将
相关手续给被执行公司送去，
他们在公司也未见到企业负责
人，只有一位负责法务的工作
人员接待了他们。“那个工作人

员上来就说，我们就是这样，反
正现在没钱。”张涛说，这个工
作人员还给他们提了无理的建
议，比如，能不能先将账户解
封，等他们有钱再还款。将他们
公司的违约金给免除等等。对
此，张涛都严词拒绝。

从被执行公司出来之后，案
件陷入僵局。张涛和刘强就到如

东县去执行另外一个案件。在如
东县执结的案件相对来说比较
简单。他们在查询了七个银行网
点之后就将260多万款项执结完。

“这个案件还算比较顺利，就是
在划款的时候受到一些银行工
作人员的刁难。”张涛说，执结完
这个案件，他们泡了包方便面吃
完就马不停蹄地赶往江苏南通，

去执结那个陷入僵局的案件。
在南通市他们查遍所有银

行网点之后，仍然一无所获，随
后有前往江苏无锡，在无锡查
询了两天，只执行了七万多元。
随后，他们又前往上海。“到上
海由于是周末，无法到银行查
询。我们就和当地法院接触，希
望了解到一些情况。”张涛说。

被执行企业：“我们就这样，现在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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