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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16 日， 记者从南

明区人民法院在执行案款兑现会上

获悉，法院启动“基本解决执行难”

攻坚战专项活动一个多月来， 执行

到位可发还案款 2382.41 万元，并

将 914名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

今年 5月上旬， 南明法院启动

“基本解决执行难” 攻坚战专项活

动一个月以来， 法官们对该院在全

国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中的未结

执行案件集中进行清理。同时，充分

利用大数据信息系统，穷尽查封、扣

押、冻结、扣划、拍卖等各项强制执

行措施， 集中执行一批有财产可供

执行的案件。

法院切实落实失信被执行人

“黑名单”制度。 被纳入黑名单后，

被执行人将被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

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此外，对拒

不履行执行生效判决、 拒不报告财

产的失信被执行人， 法院果断采取

司法拘留措施。

据统计，914 名被执行人被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采取拘留措

施 10 人，1 名被执行人涉嫌拒不执

行判决、 裁定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

立案侦查。 经执行到位可发还案款

为 2382.41 万元， 涉及兑现案件

128件。

（田小敏 本报记者 张鹏）

3 年前，李某将 16 万元钱借给

陈某，但到了还款期限，陈某却一拖

再拖，拒绝还款。

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后， 法官

对被执行人陈某的账户和财产进行

查询， 发现陈某名下有价值几十万

的轿车，并非无力偿还债务。

经法官调解，双方达成和解，并

签下和解协议， 陈某表示将在半年

内还清 16万欠款及 6万元利息。

然而半年过去， 陈某仅偿还了

几千元钱， 李某到法院申请恢复强

制执行。 法官多次通知陈某履行还

款义务无果后，将陈某的车辆暂扣，

并对陈某采取司法拘留措施。

就在陈某被拘留的第二天，陈

某的家人来到法院，还清了 16 万欠

款， 并在半年内逐月还清了 6 万余

元利息。

4 年前，蒋某、王某等 25 人在

贵阳一楼盘购买了房屋。 购房合同

约定一年后交房， 但房开商逾期两

三年才交房。 业主根据合同约定要

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时， 房开商多

次推脱，拒绝支付。

今年年初，25 名业主请了代理

律师，到法院起诉。 法院审理后，判

决涉案房开公司应依法赔偿相应的

违约金。然而该房开公司一拖再拖，

拒不执行。

4 月中旬， 代理律师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法院受理查询后发现，

该房开公司有可供执行存款和财

产，有能力支付违约金。 最终，法官

多次与房开公司相关负责人沟通，

说明拒不执行将面临的相关处罚

后，最终房开公司履行生效判决，支

付了 25 名业主共 30 余万元违约

金。

实习生 田小敏 本报记者 张鹏

贵阳市南明区法院攻坚“执行难”———

900多名“老赖” 纳入黑名单

专项活动兑现执行款 2300多万元；一些“老赖”迫于高压态势，开始着手还钱

开豪车不还款

一老赖被拘留

典型案例

房开不付违约金

法院追回30余万

本报讯 6 月 16 日， 遵义习水

县桑木镇香树村村民杨洪良在自

家院子李子树上发现一条重约一

公斤左右的健全乌梢蛇缠绕在树

枝上，截至 6 月 18 日，这条老蛇盘

踞树上长达三天还未离开，让杨洪

良深感困惑，这条老蛇趴窝在树上

后被他赶过几次，但它每次都“回

来了” 。

据杨洪良介绍，6 月 16 日，他

走出家门来到院子查看院前一棵

不大的李子树上的李子是否成

熟，他在树枝茂叶间寻找李子时，

赫然发现一棵树枝上竟然缠绕着

一条乌黑黑的老蛇， 当即吓得他

连退几步。

发现蛇后， 杨洪良原本以为老

蛇遇见人会自行离开， 并没有立即

赶蛇，谁知过了半小时左右，老蛇不

但没有离开， 依旧纹丝不动地缠绕

在树枝上不动。见此情形，因担心老

蛇吓着小孩或跑进屋里， 杨洪良拿

着竹竿打算将蛇赶走， 可令他不解

的是，赶蛇时，蛇慢腾腾地离开了树

枝爬到另外一棵树枝上呆着， 过了

几分钟， 老蛇竟又回到了之前的那

棵树枝上缠绕着。

据杨洪良介绍，他见此情形，前

后用竹竿赶了几次， 而这条老蛇竟

然都是去而复返， 继续缠绕在之前

的树枝上， 全然没把杨洪良放在眼

里的姿态。

见赶不走老蛇， 不敢徒手捉蛇

的杨洪良一时也束手无策， 只得任

由老蛇抢占他的地盘。 原本以为这

条老蛇是吃饱了“梭” 不动才会爬

在树枝上不走，但经他仔细观察，这

条老蛇肚子并不鼓，也没有外伤，让

他实在摸不着头脑老蛇为啥赶不

走，杨洪良告诉记者。

然而令杨洪良更感意外和吃惊

的是， 这条老蛇截至 6 月 18 日，竟

然已经连续三天缠绕在李子树上，

完全没有离开的意思了。

截至昨日记者发稿时， 杨洪

良告诉记者， 老蛇依旧缠在树上

不动。

（本报记者 徐其飞）

遵义习水一村民家遭遇怪事

老蛇盘踞院子 缠在树上不走

本报讯 6 月 18 日， 贵阳一名

小伙追了 500 多米， 将 600 多元钱

及身份证还给失主王先生， 令他感

动不已。

据市民王先生介绍， 当天下午

4 点多，他在大营坡办完事回家，骑

电瓶车经过省二医门口时， 朋友打

来电话，他边接电话边慢慢开车。前

行一段后， 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大声

呼喊，他回头看了一眼，以为和自己

无关，又继续骑了 200 米后，仍听到

身后有人呼喊。再回头，一个穿着白

色短袖的年轻小伙子， 气喘吁吁地

冲上来说：“大叔， 你的钱掉了，给

你钱。 ”

王先生赶紧停了下来， 一摸裤

兜， 兜里的 600 多元钱和身份证不

见了。 小伙子将手里的一把钱和身

份证直接塞给王先生之后， 转身离

开了。 原来，为了追上王先生，小伙

子狂奔了 500 多米。 王先生准备给

小伙子 200 元， 不料小伙子已经跑

着离开了， 他连说声谢谢都没来得

及。王先生说，他很希望能找到小伙

子，当面说声谢谢。

（本报记者 孙征康）

小伙一路狂奔

追上丢钱大叔

600 多元钱物归原主，

失主说他很想对小伙当面

说声谢谢

本报讯 6月 17日，在贵安新区

举行万人徒步的活动中， 一名男子

突然晕倒。 情况发生后，民警用警帽

给患者做枕头， 一对参加活动的医

生夫妻现场伸出援手， 对男子进行

紧急施救，将其救醒送往医院。

6 月 17 日，贵安新区举行“多

彩贵州田园贵安———多彩文化万里

行”万人徒步活动，全程近 16 公里。

上午 10 时，最先经过第三站平寨路

口的徒步人员中，一名 50 多岁的男

子突然晕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四肢

抽筋，昏迷过去。

据现场贵安交警介绍， 男子昏

迷后，他们立即通知应急小组，并脱

下警帽给男子当做枕头。 “让我来，

我是医生。 ”就在此时，两名参加徒

步的夫妻赶来，把晕倒者头部抬高、

侧卧，湿纸巾降温……民警说，在经

过 5 分钟的抢救后， 晕倒的男子逐

渐恢复意识， 这时救护车也赶到现

场，将他送往医院治疗。

6月 18日，记者获悉，晕倒的男

子已经出院。 （本报记者 李强）

徒步活动

一男子晕倒

一对参加活动的医生

夫妻现场施救，将其救醒

发放执行款

盘踞“不走”的老蛇

本报讯 6 月 18 日， 一辆货车

在兰海高速遵义桐梓境内起火燃

烧，车内数十万元货物被烧毁。

6 月 18 日凌晨 4 时 20 分，遵

义市桐梓县消防中队接到报警称：

兰海高速桐梓新站路段， 一辆行驶

的货车突然着火。

接到报警后， 桐梓消防中队火

速赶赴现场。

“到达现场时，交警、路政、应急

及当地专职消防队， 正在现场扑

救。 ”桐梓消防中队官兵说，这辆渝

B牌照的货车，车厢正猛烈燃烧。

司机李师傅说，事发前，他从后

视镜内看到车厢里有火光， 于是急

忙将车停在应急车道上。 由于车内

没有灭火器， 李师傅只得从水箱里

放水、从车内倒矿泉水，用盆子端水

扑救。 经过消防人员 10 多分钟努

力，车上明火被扑灭，但仍有大量浓

烟冒出。随后，两名消防战士在车厢

内利用火钩清理杂物， 随后用水枪

对货物进行冷却。至清晨 6时左右，

火势完全被控制。

交警八中队民警介绍， 事故造

成直接损失数十万元。 当天上午 7

时左右，该路段交通恢复正常。

(杨诚燃 刘俊 本报记者 黄宝华)

事发南海高速桐梓段;损失数十万元

货车起火 多部门紧急驰援

救援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