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郓郓城城法法院院召召开开新新闻闻发发布布会会
着着力力破破解解执执行行难难

本报郓城4月19日讯(记
者 崔如坤) 19日，郓城县
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
新闻发布会召开。齐鲁晚报
记者会上获悉，今年以来，该
院新收各类执行案件1316
件，结案581件，未结1141件，
执 行 完 毕 3 2 0 件 ，结 案 率
44 . 15%。

会上，郓城县法院执行
局副局长杨正建介绍，今年
以来，该院不断加大执行力
度，3月底前已报送3件执转
破案件，截止目前，已全部立
案。截至目前，共对260人采
取司法拘留措施。依法严惩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违法
犯罪行为，以涉嫌拒执罪向
公安局机关移送案件7件，判
处刑罚2件。

郓城法院还充分发挥执
行指挥中心网络集中查控、远
程执行指挥和失信、限高惩戒
功能，通过指挥中心随时调度
各类执行案件的进展情况，有

效的提高了执行工作效率。去
年以来，通过网络查控系统累
计查询银行账户1 . 3万次，涉
及金额逾6 . 37亿元，查询车辆
1306辆，有效的提高了执行案
件的办案质效。

该院还不断强化执行舆
论宣传。2017年以来，共跟踪
报道执行现场70余次，出动
警力1000余人次、警车600余
辆次，有力地震慑了老赖。

据悉，今年以来，郓城法
院新收各类执行案件1316
件，结案581件，未结1141件，
执 行 完 毕 3 2 0 件 ，结 案 率
44 . 15%，实际执行率18 . 58%，
执行标的额为5 . 13亿元，实
际执行到位0 . 237亿元。实际
执行标的到位率4 . 62%，首次
执行到位率1 . 79%，恢复执行
到位率27 . 9%。法定期限内结
案率97 . 78%，终本率15 . 9%，
终本案件合格率27 . 1%，涉党
政机关案件全部履行完毕，
执转破产案件已立案3件。

本报郓城4月19日(记者
崔如坤) 郓城一修理厂老板
打着电话开车，一不留神将坐
在电动三轮车上的女学生撞
飞，事后驾车逃逸，女孩又遭另
一辆车碾压拖行当场身亡。16
日夜，专案组民警将犯罪嫌疑
人展某抓获，历经60余天，郓城

“2 . 13”学生死亡交通肇事逃
逸案终告破。

今年2月13日18时51分许，
郓城交警大队事故科值班民警
接群众报警电话：一辆轿车撞
到一辆电动三轮车后逃逸，电
动三轮车上的学生找不到了。
学生下落不明、生死未卜、案情
紧急，郓城交警大队副大队长
杨念涛向大队长赵西敏做了汇
报后，带领民警赶赴现场。

现场位于该县唐庙乡周庙
村处，一辆电动三轮车倒在道
路东侧沟内，尾部有被撞痕迹，
道路西侧有车辆散落物及车辆
轮胎拖印，道路东侧有由南向
北拖拉的血迹。民警顺着血迹

向北走了大约400米，发现一辆
轿车停在道路东侧那名“找不
到”的女学生躺在轿车的前部，
已失去生命迹象。

经现场询问，电动车驾驶
人赵某系唐庙乡村民，死者小
赵为高中在校学生，停在现场
小轿车的驾驶人仉某也是唐庙
乡村民。

当天傍晚，赵某驾驶电动
三轮车接女儿小赵回家，沿智
耿路由北向南行驶至周庙村
时，突然被一辆同向行驶的轿
车追尾，造成赵某连人带车跌
入沟中，女儿小赵从车上跌落，
轿车逃逸。当惊慌的赵某爬到
路上时，却发现女儿不见了，遂
呼喊附近村民帮其寻找女儿，
并由村民报警。后来，才知跌落
后的小赵又被驾车由南向北行
驶仉某撞击，并向北拖移行驶
了400多米，造成小赵当场死
亡。次日，涉嫌交通事故逃逸的
仉某被警方抓获，3月14日，仉
某被郓城县检察院批准逮捕。

但是第一次逃逸肇事者还
逍遥法外，民警经过调查，在案
发地点北不足200米的公路西
侧的汽修厂内一辆蓝色QQ轿
车。该车有被修复的痕迹，与电
动三轮车接触的车型、颜色相
吻合。后经鉴定机构对车体漆
片与电动三轮车遗留痕迹鉴
定，认定该车就是“撞飞”女学
生的肇事车辆。

案情有了重大突破。经外围
走访调查证实：QQ轿车车主正
是修理厂老板展某。4月16日夜，
专案组民警将犯罪嫌疑人展某
抓获。其供述：事发那天傍晚，他
驾驶小轿车，开着车打电话，行
驶到周庙村北时，突然看到前方
有一辆向南行驶的电动三轮车，
刹车不及撞到尾部，小女孩甩
出，“我未停跑啦，后来知道小女
孩又被另一辆车撞死了”。

至此，历时60余天，郓城
“2 . 13”学生死亡交通肇事逃
逸案成功告破。目前，该案正在
进一步审理中。

女女学学生生回回家家路路上上遭遭连连环环车车祸祸死死亡亡
郓城“2 . 13”学生死亡交通肇事逃逸案告破

本报鄄城4月19日讯(记者
崔如坤) 鄄城一男子驾宝

马车行驶至检查站点，执勤民
警向其敬礼检查证件时，其不
但不主动配合检查，反而加大
油门向前冲去。随后车辆被民
警拦停，男子下车后对民警进
行谩骂侮辱，乘车人员还出手
对民警人身攻击，造成一名民
警手部被抓伤，一名民警制服
被扯破。

近日，菏泽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鄄城大队一中队民警在
S259线执行夜间道路交通安
全集中整治活动。

当日20时54分许，执勤民
警李胜广对一辆由东向西的宝

马车辆例行正常检查，对其敬
礼之后，让驾驶员刘某出示驾
驶证、行车证配合检查，但是驾
驶员刘某无动于衷，在绿灯亮
起时，其突然加大油门向前冲
去，幸好当时民警在车的侧方，
若在车的前方后果将不堪设
想。

在对面执勤的民警发现
后，立即赶到，将车辆拦停。驾
驶员刘某下车后，口中一直对
执勤民警谩骂、侮辱、威胁，态
度极其恶劣。

正在民警对刘某证件检查
时，令民警没有想到的是，车上
下来两名浑身酒气的乘车人
员，其中一名乘车人刘某某对

执勤民警开始人身攻击，进行
拉扯、推搡，暴力阻碍民警正常
执法，将一名执勤民警手被抓
伤，另外一名执勤民警制服被
撕烂。

这两名乘车人员，严重阻
碍了民警正常执法。随后，执勤
民警立即拨打报警电话，在治
安民警到达现场后，暴力妨碍
正常执勤的违法行为被制止，
民警将刘某等人带走，做进一
步调查处理。

目前，该宝马车辆驾驶人
刘某因涉嫌妨碍公务已被行政
拘留，而乘车人刘某某因涉嫌
暴力抗法已被刑事拘留，案件
正进一步审理中。

““宝宝马马男男””辱辱骂骂民民警警被被行行拘拘
驾驶员被行拘，一乘车人涉嫌暴力抗法被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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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曹州牡丹园内游人如织，尽管有“青青绿草 脚下留情”等标识，然而在赏花的同时，一
些不文明行为也随处可见，如游客进入花丛中合影留念、随意乱扔垃圾等，这些不文明现象与美景显
得格格不入。曹州牡丹园工作人员提醒游客，要文明赏花，勿让美丽风景打折扣。

本报记者 李德领 摄影报道

请请文文明明赏赏花花

★菏泽开发区洁雅洗涤中心的税务登记证(税号：
37292219760129737801)副本不慎丢失，现声明挂失作
废。

★菏泽漫博通动画制作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71702MA3C6CFM43)的营业执照正副本不慎丢
失，现声明挂失作废。

★菏泽力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
登记表(编号：02413554)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郓城德润商贸有限公司变更为郓城德润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原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及法人代表章未备案，
声明作废。

★巨野县腾祥运输有限公司鲁R1B96挂营运证(营
运证号：371724701172)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菏泽开发区天正百货超市的税务登记证(税号：
37292919761019455101)正副本不慎丢失，现声明挂失作
废。

遗遗 失失 声声 明明

本报成武4月19日讯(记
者 赵念东 通讯员 刘
维) 2005年，男子王某伙同
他人在济宁、菏泽等多地抢
劫、盗窃他人财物，涉案价值
七万余元，后潜逃，被列为网
上追逃。13年来，成武警方从
未放弃抓捕工作。近日，办案
民警在西藏拉萨警方的协助
下，将王某抓获。

2005年2月以来，犯罪嫌
疑人王某伙同他人(均已处
理)在梁山徐集、单县中心医
院、菏泽等地抢劫、盗窃他人
财物，涉案价值七万余元。案
件发生后，办案民警多次抓
捕未果，后因涉嫌抢劫罪被
上网追逃。

十余年来，办案民警多
次到其家中做其家人的思想
工作，劝其投案自首，争取政

府的宽大处理，其家人一直
未能劝其到案。4月1日，成武
公安局刑警大队联合天宫派
出所通过走访摸排，在掌握
大量信息的基础上，经分析
研判，迅速掌握了嫌疑人王
某祥的情况。

根据掌握的线索，民警
来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克
服高原反应强烈，出现恶心
胸闷呕吐等不利影响，马不
停蹄开展工作，在当地民警
的配合下，抓捕小组在拉萨
市的一建筑公司小区内将其
成功抓获，经讯问犯罪嫌疑
人王某祥对其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犯
罪嫌疑人王某祥被依法刑事
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抢抢劫劫、、盗盗窃窃财财物物，，
男男子子潜潜逃逃1133年年终终被被抓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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