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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法官官凌凌晨晨突突袭袭，，拘拘了了六六名名““老老赖赖””
滨城区法院集中执行首日抓了12名“老赖”，有案件判决两年仍未执行

本报5月28日讯 (通讯员 刘
敏 李永康 记者 王晓霜 王
领娣) 28日，滨城区法院开始开
展集中执行行动，重点清理现存
未结执行案件中一些拒不履行给
付义务的“老赖”。实行首日共抓
老赖12人，扣车2辆，拘留6人。

28日凌晨不到4点，干警们都
已“武装”好，4点准时出发。“选在
凌晨执行是因为这个时间段被执
行人警惕意识差，而且有些被执
行人白天不在家。为了达到最好
的执行效果，此次活动的时间选
在早晨，在他们出门之前行动。”
滨城区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乔兴明说。

4点15分，第一个到达的是被
执行人王某家中。2014年，王某因
为交通肇事逃逸，法院判决王某
赔偿原告姚某6万余元，自2014年
8月11日法院判决生效以来，王某
至今未履行。到达王某家附近时，
由之前踩过点的干警带路，其他
人员有打手电筒照路的，也有扛
梯子准备“翻墙”的，还有人员拿
着照相机、录像机记录整个执法
过程。执行员在王某家敲门，但一
直无人应答，执行员最后选择“翻
墙”进入，三名执行员手持警棍首
先通过梯子进入王某家中，经过
几分钟的思想工作之后，王某最
终将家中大门钥匙交出，执行人
员很顺利将王某带走，整个过程
用了不到10分钟。直到王某被带
走，其妻子还一直在说，家里生活
费都没有之类的话语。

随后，执行二组又来到了沙
河街道办事处周某家中，此时天
已渐渐亮起，周某也是因为交通
肇事致人死亡，法院判决周某支
付原告18余万元，此案2013年就
已生效，但周某至今未履行。虽然
才早上4点45分，但是周某家中并
未关门，执行人员顺利进入周某
家中将其控制。执行人员看到周
某家中院内有三头牛，怀疑周某
家中还有其他财产，于是向其出
示搜查令后，对其家中进行了搜
查。

接下来，执行二组人员来到
滨北街道办事处李某家中，李某
家门停有一辆丰田卡罗拉汽车，
但该车的车主并未显示李某本
人。执行人员又从其家中搜出购
买一辆小型挂车的手续。但李某

的家属称，该车平日由李某驾驶，
执行人员将该车辆暂时扣留。

5点40分到达袁某家时，袁某
并未在家，其家人称，已有很久没
联系到袁某，其父亲在执行人员
出示的传票和送达回证上签上了
字。

当执行人员来到第5个被执
行人张某家中敲门前，因张某家
住一楼，为防止张某跳楼，执行二
组“兵分两队”有人在楼下接应，
有人前去敲门，当张某听到是法
院执行人员，不但不配合开门，还
将大门和窗户反锁，执行人员见
状，开始在外围观察突破口，终于
看到张某家厨房的窗户有“漏
洞”，执行人员顺着梯子爬上去，
三下五除二将张某家窗户打开，
先后两名人员爬进去将张某控
制。

本次行动分两个大组，各组
分别由政研室、法警队、办公室派
人员参与执行，本次集中执行活
动清理的范围是全部现存未结执
行案件，重点清理打击抗拒执行、
逃避执行的骨头案、钉子案，争取
通过集中执行行动打击“老赖们”
的嚣张气焰，增强人民群众对法
院执行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提高
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

“老赖”李某被干警带走。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

6点26，虽然张某在家但却迟迟不开门，干警们只能爬
上梯子，打开厨房的窗口，进入家中。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

25路公交车

因修路暂改线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王璐
琪 通讯员 苏会霞 王庆 )

因打渔张至兰家路段道路施工，
25路公交车无法正常通行，经市
公交公司决定，5月29日起，25路
公交车终点站改为打渔张站，等
待工程实施完毕后恢复原线路运
营。

25路公交车的原路线是富泽
商贸街、银座商城、颐园、市农机
公司、市防疫站、汽贸宿舍、滨医
西门、广兴医院、建工宿舍、诚信
购物、武警支队、新光小区、碧林
花园、市委党校、渤海中学、地税
局、马坊馨苑、海通花园、上海世
家、馨露馨苑、幸福景城、小张管、
东韩村、良讯影视基地、赵桐家、
蔡林家、狮子刘民俗园、琉璃井风
景区、码头村、于新村、齐耿、打渔
张、南林家、阮家、茅子王、南张
集、兰家。修改后，南林家、阮家、
茅子王、南张集、兰家共5个站点
暂时取消。

碣石山镇孕检服务

力保性别比平衡

本报讯 今年以来，无棣县
碣石山镇从本镇实际出发，在充
分调研的基础上，出台了对育龄
妇女从领取生育证起，实行每月
一随访，采用手机拍照，输入计生
信息服务系统，杜绝冒名顶替；村
专职主任月初和月底随访两次的
制度，了解和掌握孕情，填写随访
单，受访人签字认可。

为确保工作到位，该镇严格
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对非法鉴
定胎儿性别和非法终止妊娠手术
的事件严肃处理，对查实的“两
非”当事人，属二胎的吊销《生育
证》，终身不再审批生育指标，努
力促进出生婴幼儿性别比趋于平
衡。 (赵吉胜 朱树良)

棣丰街道依法

征收社会抚养费

本报讯 为有效控制政策外
生育，稳定低生育水平，维护计生
家庭的合法权益，近日，无棣县棣
丰街道积极开展社会抚养费征收
专项整治活动，严厉打击违法生
育行为。

为提高工作实效，该街道根
据自身实际，深入开展一系列计
划生育政策法规以及社会抚养费
依法征收等宣传活动，通过发动
宣传车以及村高音喇叭等向群众
普及计生知识，强化群众的法制
观念，打消违法生育户拒交社会
抚养费的心理。

严格按照省计划生育条例规
定的程序规范社会抚养费征收工
作。由计生办执法人员上门开展
调查取证工作，做好调查笔录，完
善法律文书，由专人到户下达征
收决定书，详细告知其社会抚养
费征收的依据、数额、交纳方式、
时限等内容，严格在法定范围内
做好征收工作。对拒不交纳社会
抚养费的违法生育户，向县计生
局提供全套资料，申请法院强制
执行。 (孙长忠)

作废声明

山东滨州鼎诚工贸有限公司
现变更为山东逯氏农牧集团有限
公司，现声明山东滨州鼎诚工贸有
限 公 司 的 原 有 公 章 ( 章 号 ：
3723010022236 )、财务章 (章号：
3723010022237)、发票专用章(章号：
371602780752341)作废，特此声明。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韩
志伟 ) 在滨城区某公司上班
的王女士最近参与了滨州移
动“存500元话费送200元电子
券”活动，并用这200元电子券
抵扣现金购买了一部手机，节
省了不少钱。据记者获悉，电
子券还能到具有“电子券特约
商户”标识的商超购物使用，
如果移动客户拥有电话消费
积分，还能直接兑换成电子

券。
“和包电子券”是由中国

移动发行的电子礼金，可在有
“和包电子券特约商户”标识
的众多手机店、商超当作现金
使用。目前，滨州移动所有营
业厅、指定的295家手机卖场，
以及全市银座商城、肯德基、
全福元超市、佳乐家超市、新
玛特购物广场、联华超市等，
都已完成接入，可放心消费。

记者另外采访了在邹平
工作的李先生，据李先生介
绍，他本来拥有15261消费积
分，通过发短信兑换了183元
电子券，然后又预存了10个月
的50元流量包，获赠了200元
电子券。李先生后来到移动营
业厅购买了一部 8 0 0元的手
机，通过抵扣这383元电子券，
只花费了417元现金，相当于
打了近五折。

据滨州移动电子券业务
相关负责人透露，与现有的商
家合作仅仅是一个开端，下一
步“和包电子券”将会在滨州
各城区、县区甚至乡镇等各区
域，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更
多领域商家深入合作。年底
前，将在全市打造各行各业的
电子券消费环境，为全市各移
动用户带去更多的实惠与便
捷。

玩玩手手机机也也能能赚赚““零零花花钱钱””
中国移动发行“和包电子券”，在有标识的手机店、商超可当现金使用

阳阳信信县县洋洋湖湖乡乡创创新新流流动动人人口口管管理理
本报讯 洋湖乡积极探索

计划生育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
工 作 的 新 途 径 ，抓“ 全 ”，求

“新”，务“实”，用先进的理念指
导计划生育流动人口管理与服
务工作。

抓“全”，就是要有大局意
识。明确在计划生育管理中，流
动人口管理与政策法规、科技
服务等是一盘棋，相互交融，相

辅相成；明确应把流动人口的
管理与服务融入计划生育总的
工作机制中，拓宽管理与服务
渠道，减少流动人口管理与服
务中的死角和盲区。

“求新”，就是从流动人口
管理与服务工作的实际出发，
从群众的需求出发，积极主动
探索与当前形势相适应的新机
制、新方法。按照“动态管理、及

时变更、人机一致”的要求，做
到流出已婚育龄妇女居住情况
清、持证情况清、节育措施清；
同时加强与流入地计生部门的
沟通协调，把好流出育龄妇女
的孕育情况，逐步建立起相互
协作、齐抓共管的长效工作机
制。

务“实”，就是始终抓住管
理与服务工作不放松，确保各

项工作做到实处。强化流动人
口管理窗口值班制度，随时为
符合条件的群众办理流出人口
办理流动证，同时提供明白纸，
提醒育龄妇女计生管理注意事
项和宣传有关婚孕育知识。开
辟电话专线和收发室，方便流
出育龄妇女传真和邮寄查体
单。

(张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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