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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举报“老赖”
下落将获奖励

前4月曝光“老赖”1970人次

沈阳市和平区法院首推悬赏执行制度 1个月8名
“老赖”
被举报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汤洋）举报
人提供的财产线索经查证属实并实际执
行到位的，可按申请执行人承诺的标准或
者比例奖励举报人。
昨日，和平区人民法院发布消息，推
出悬赏执行制度。据了解，这是沈阳法院
首次尝试悬赏执行。

和平区法院首推悬赏执行制度
强化执行联动机制

行联动机制形成会议纪要。
和平法院需要各公安机关依法协助
执行的，公安机关发挥其特有职能，依据
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协助执行函等办理协
助执行事项，配合法院建立、完善信息共
享、沟通顺畅、协作配合的执行联动机制。

位、全范围的查找和控制，使其无处藏身、
寸步难行，只能主动履行执行义务。

悬赏依据

悬赏执行实行一个月
8名“老赖”
被举报
根据实施办法和会议纪要的规定，在
立案时即询问申请执行人是否申请采取
执行悬赏措施，申请采取的，递交书面申
请，写明悬赏执行具体请求、悬赏金承担
以及拟发布悬赏公告媒体等内容。
执行组对悬赏执行申请进行审查后，
符合悬赏执行条件的，作出悬赏执行决定
书，发布悬赏公告，并向执行联动的公安
机关发送协助执行通知。
运行一个月以来，已取得显著效果。
铁路公安机关协控被执行人5人，5件案
件，
执行和解3件，结案2件。和平区公安机
关协控被执行人3人，涉及的2件案件全部
实际结案。
协控的多名被执行人长期躲避执
行、无固定住所，法院无法查找其下落，
案件长期不能执行。采取了悬赏执行和
执行联动后，才得以控制，使得案件顺利
执行完毕。

举报“老赖”下落
有执行效果举报人将获悬赏金

据了解，悬赏执行及执行联动是和平
据介绍，为动员社会力量为人民法 法院为破解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的又一
院执行案件提供线索，协助查找被执行 改革举措，也是沈阳法院首次尝试悬赏执
人下落，提 高 执 行 效 率 ，维 护 当 事 人 合 行及执行联动。
法权益，营 造 良 好 的 营 商 环 境 ，和 平 区
悬赏执行是指人民法院在执行案件
政法委在和平法院的提议下，详细部署 过程中，依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向社会
了关于落实执行悬赏制度的相关工作， 发布公告，承诺对举报提供有关案件被执
并 协 调 和 平 区 政 府 为 和 平 建 立 了 执 行 行人下落，并取得实际执行效果的，给予
悬赏专项资金。
举报人一定金额悬赏金的执行措施。可以
根据区政法委工作部署，和平法院制 实现动员社会力量为人民法院执行案件
定了《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 提供线索、查找被执行人下落，大大提高
执行悬赏实施办法》，同时与公安厅机场 执行效率和执行效果。
公安局沈阳分局、沈阳铁路公安局沈阳公
与公安机关的执行联动机制，则填补
安处、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联合召开了 了限制高消费、失信惩戒等执行惩戒措施
关于强化执行联动机制的工作会议，就执 的空白地带，能够实现对被执行人的全方

■相关链接
!"公务悬赏法律依据：!《中共中
央政法委关于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
难问题的通知》 指出：
“建立执行财产
线索的举报悬赏制度，以动员社会力
量及时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最高
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
行行为的若干意见》 的通知中规定：
“建立财产举报机制。执行法院可以依
据申请执行人的悬赏执行申请，向社
会发布举报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的悬赏
公告。举报人提供的财产线索经查证
属实并实际执行到位的，可按申请执
行人承诺的标准或者比例奖励举报
人。奖励资金由申请执行人承担。”
#"民间悬赏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的司法解释（二）
》第三条规定：
“悬赏人
以公开方式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支
付报酬，完成特定行为的人请求悬赏人
支付报酬的，
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消防员身着防化服对罐车进行处理
紧急疏散处理。并由交警部门实施交通管
制，
要求过往车辆、
行人绕行。
当日22时30分左右，空罐车赶到事

■消防供图
发现场，在消防、公安等部门的严密防护
下开始倒罐，经全体参战人员3小时的不
懈努力，于5月17日1时20分完成倒罐工

作。随后，由交通部门利用拖车将事故车
辆和罐体拖离现场。整个处置过程历经8
个小时。

■提醒

留备用钥匙

老人抱着自己两岁的孙子感谢消防队员

■消防供图

近已聚集了大量围观群众。
3分钟后消防官兵成功地将窗户打
开，抱出被困于房间的两岁小男孩，当老

人看到自己心爱的孙子平安无事时，焦急
的心终于平静了下来，抱着自己两岁的孙
子不停地说着
“谢谢你们，
太感谢了”。

消防员提醒广大家长在看管小
孩时，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要让其
单独玩耍，更不要单独留孩子在室
内。此外，要随时注意各房门锁状
态，尽量不要在室内门安装可以反
锁的门锁。
宝宝好奇心较强，很可能把关
锁门、玩插座、爬窗台当成游戏，家
长应该防患于未然，及时清查家里
可能存在的隐患。为安全起见，家长
可以更换一些功能单一的门锁，或
是把家里各房间的备用钥匙都集中
放在客厅以备不时之需。
如遇不能自主处理的情况，要
及时报警求助。

沈整治牌匾污浊破损歪斜褪色
整治范围包括各主次干道两侧、
城市主要出入口、
各大广场等
启动全市牌匾标识专项整治工作。
此次整治行动为期1个月，
整治范围包
括全市各主次干道两侧，
城市主要出入口，
各大广场、
车站、
商业街区，
旅游景点等。
沈阳市城建局要求各区牌匾标识管
理部门，切实担负起工作职责，对辖区内
各企事业单位、商家店铺等牌匾标识设置
进行综合整治，从即日起督促牌匾标识设
置单位做好自检自查工作，确保牌匾标识

设施安全牢固、整洁美观。
相关设置单位要对自有牌匾标识设
施进行一次全面检查维护，对设施构件锈
蚀、油漆脱落、龟裂、风化等问题进行清
理、
除锈、修复和重新涂装，确保构架连接
节点及与墙体锚固节点紧固；对牌面固定
螺栓、字体及材料破损的及时修补或更
换；对LED字体等显亮设施缺损的进行维
修，
确保功能完好；对结构、电气设备和避

雷设施进行可靠性检查，保证牌匾标识安
全使用；保证牌匾标识设施白天美化环境
与夜间景观照明相结合的整体效果，展现
更加整洁、优美的城市环境。
沈阳市城建局将组织对各区进行专
项检查，凡牌匾标识设施存在污浊破损、
歪斜褪色、显示不全、未及时维修或者更
换等问题的，将由市区行政执法部门依据
相关法规予以处理。

妻子提离婚回娘家 他杀妻砍邻居
致一死两伤 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汤洋）不满
妻子提出离婚还搬回娘家，沈阳男子捅了
妻子20多刀，还将与自己有矛盾的邻居母
女砍成一重伤一轻伤。
近日，法院发布案件判决结果，常某
因故意杀人犯罪，被判处死刑，同时赔偿
两位伤者的经济损失。

不满妻子提离婚回娘家
男子尖刀捅死妻子
年近40岁的沈阳男子常某，因不满妻
子金某提出离婚并搬回娘家居住，
于2015
年10月5日6时许到金某的娘家法库寻找
金某，
二人在路上发生争吵继而厮打。
厮打中，常某用事先准备好的尖刀捅
刺金某头面部、颈部、胸腹部、项背部及四

孟某和李某是夫妻，二人与贾某是朋友关系。孟某
以做生意为由，
多次向贾某借款，
金额合计546800元。借
款到期后，二人迟迟没有偿还。
2016年年初，
贾某到皇姑区法院起诉孟某和李某，
法
院判决二人归还欠款。判决生效后，
二人仍未履行判决内
容。2016年11月8日，
贾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7年
4月14日，执行法官找到被执行人孟某做工作，孟某同意
用其名下的房产抵作欠款，并承诺于4月25日前将该处
房产腾出。但直到4月25日孟某并未腾房。
5月12日，皇姑法院执行局依法派出执行法官到达
孟某居住的房屋处，在多次电话联系、敲门无果的情况
下，执行法官依法果断处置，使该房屋处于可执行状态。
昨日，皇姑区法院发布案件进展，被执行人房产将
进入司法拍卖程序。

“百万游客走进博物馆”
启动

2岁男童反锁门 消防破窗救人

本报讯 （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桐）
凡牌匾标识设施存在污浊破损、歪斜褪
色、显示不全、未及时维修或者更换等问
题的，将由市区行政执法部门依据相关法
规予以处理。
昨日，记者从沈阳市城建局获悉：为
进一步优化市容市貌，净化城市立面环
境，有效解决牌匾标识缺字、短条、灯不
亮、位置偏移等杂乱、视觉效果差的问题，

“老赖”不腾房被强制执行

本报讯 （华商晨报记者 高巍 通讯员 崔俊国）
昨日是国际博物馆日，
“沈阳抗战联线”启动仪式在沈阳
“九一八”
历史博物馆举行。
今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在第41个“国际博
物馆日”，由辽沈地区12家抗战主题博物馆组成的“沈阳
抗战联线”宣布启动，共计600余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12家抗战主题博物馆组成的“沈阳抗战联线”成员
单位包括：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张氏帅府博物馆、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陈列馆、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
列馆、东北陆军讲武堂旧址陈列馆、沈阳审判法庭旧址
陈列馆、皇姑屯事件博物馆、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抚
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本溪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
阜新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馆、
李兆麟纪念馆等。
专家表示，沈阳历经九一八事变抗战起点和审判日
本战犯胜利终点，见证了14年抗日战争的全过程，留存
了独具特色的抗战文化资源，在中国抗战史上拥有极其
重要的历史地位。游客按照“沈阳抗战联线”
中的博物馆
游览，
将可概览14年中沈阳以及周边地区的抗战全貌。

事发葫芦岛 泄漏罐车已经完成倒罐被拖离现场

本报讯 （华商晨报记者 杨兴）爸
妈上班，两 岁 的 孩 子 跟 奶 奶 在 家 ，而 奶
奶疏忽导致孩子把自己反锁屋内，哭个
不停……
昨日，在盘锦发生一起两岁小孩被困
事件，家人万分着急选择向消防队员求
助，消防战士紧急破窗，将小孩救出，避免
孩子出现意外。
5月17日8时07分，盘锦市消防局接
到报警：位于兴隆台区测井小区有一名两
岁儿童被反锁在家中，兴隆消防中队迅速
出动赶赴现场。
8时14分，兴隆中队到达现场，询问报
警人得知，被困的为一名两岁的儿童，儿
童父母出去上班，交给50多岁的奶奶照
顾，由于老人疏忽，小孩把自己反锁在家
中，只能拨打“119”求助消防官兵。
通过对现场实际情况的观察，家住第
三层楼，没有防盗窗，因此决定利用六米
拉梯架在消防车上攀登至三楼，并指定由
一名经验丰富的班长来完成。一时间，附

■案例

游览“沈阳抗战联线”
看遍14年抗战

苯罐车侧翻前 司机跳车逃生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杨兴）一辆
载有30吨苯的罐车即将侧翻，千钧一发
之际车内两人果断跳车逃生，事故造成苯
轻微泄漏……
5月16日17时35分，葫芦岛消防建昌
大队接到报警，一辆河北牌照拉苯罐车，
由赤峰开往河北唐山方向，经建昌县八家
子经济开发区青石岭处发生侧翻，主、副
驾驶员提前跳车，
无人员伤亡。
消防部门到现场后立即进行确认，事
故车辆载苯30吨，原本处于罐顶部的观
望口由于罐体的侧翻，导致观望口向路面
一侧倾斜并处于挤压状态，有少量苯泄
漏。
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消防官兵立即
组织精干力量穿着封闭式重型防化服，采
取利用吸油毡进行吸附和容器进行收集
等方式，最大限度地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事
故，并架设水枪阵地，随时做好准备，实施
稀释处理。
由消防等多部门组成的联合指挥部，
要求罐车所在单位立即调派空罐车赶赴
现场进行倒罐，并由八家子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负责对离事发地较近可能受到
影响的青石岭村八组村民154人进行了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汤洋）今年前四月，曝光“老
1970人次，
299人。
赖”
以涉嫌拒执罪移送公安机关270件、
昨日，
沈阳市中院发布了相关消息。截至目前，沈阳
中院通过
“信用沈阳网”
及法院户外电子屏发布失信被执
行人信息27295人次。今年前4个月，在电视台通过合办
执行栏目和滚动播出等方式，报道典型执行案例、曝光失
信被执行人，共计播出94期，涉及失信被执行人1970人
次。仅1-4月，
全市两级法院以涉嫌拒执罪移送公安机关
270件、
299人；采取拘留措施575人，实际拘留224人，据
12万元。
此执结案件338件，
执行金额9889.

肢二十余下，导致金某因胸腹部遭受锐性
物体外力作用造成胸腹腔脏器损伤致失
血性休克当场死亡。
之后，常某返回自己家中，想要报复
与其有矛盾的邻居。

报复有矛盾的邻居
母女俩一重伤一轻伤
常某先到邻居刘某家中，持石块击打
刘某，导致刘某脚部扭伤。之后，常某又拿
菜刀到村民闫某家中，使用闫某家门口的
铁锹拍击闫某家的塑钢门、
窗。
紧接着，常某又拿铁锹、菜刀追砍64
岁的女邻居王某和王某42岁的女儿王某
某。常某先后拿菜刀砍击王某面部、手部
数下，砍击王某某头面部数下，之后被邻

居们制止。
作案后，常某在投案的途中被公安机
关抓获。
经鉴定，王某开放性颅骨骨折并硬脑
膜破裂评定为重伤二级，颅骨多发、凹陷
骨折及脑挫裂伤、脑内血肿评定为轻伤一
级，颅骨缺损及脑挫裂伤、脑内血肿致神
经功能障碍评定为十级伤残；王某某头皮
多发裂伤、面部多发裂伤、颅骨骨折、颧骨
骨折、眶上壁骨折、失血性休克、上睑瘢痕
致上睑提睑不全评定为轻伤二级，面部瘢
痕评定为十级伤残。

法院认定故意杀人犯罪
判处死缓并赔偿伤者
法院审理此案认为，常某因家庭琐

事持械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
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其犯罪行为，致一人
死亡，一人重伤，一人轻伤，论罪应当判
处死刑。
鉴于本案因民间矛盾所引发，常某具
有自首情节，所以对常某判处死刑，可不
立即执行。
2016年10月，法院根据常某的具体
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
度，一审认定常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
刑，缓期两年执行；同时，赔偿王某经济损
12元 ； 赔 偿 王 某 某 经 济 损 失
失 70871.
24816.
19元。
宣判后，常某不服，认为量刑过重，提
出上诉。
近日，法院发布案件二审结果，裁定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 报 讯 （华 商 晨 报 记 者 高 巍） 昨 日 下 午 ，
2017-2018沈阳“百万游客走进博物馆”活动举行启动
仪式。
该活动通过发放《2017-2018沈阳“百万游客走进
博物馆”活动参观指南》、流动博物馆送展览等形式，向
海内外游客重点推荐文化多元、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元
素凸出的27家博物馆、陈列馆、纪念馆、艺术馆、公益性
展览展示机构等。
这些场馆彰显了沈阳的史前文化、清文化、民国文
化、抗战文化、工业文化、汉字文化、饮食文化等多元文
化类型，除了遗址类博物馆，其他均向社会免费开放。

首届沈阳创意设计周上
不得不看的异域风情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杨晓明）由市委宣传部、和
平区等单位主办的“为城市创意设计”首届沈阳创意设
计周自5月15日开幕以来，亮点频现，精彩不断。
5月18日来自尼泊尔的Sur
-Sudha演出团来到浑河
岸边沈水湾公园云 阁进行专场演出。浓郁的异域风情
展示了“一带一路”上百花齐放的文化魅力，为创意设计
周带来诸多惊喜和源源不断的创意。
Sur
-Sudha演出团使用笛子、锡塔尔琴、塔布拉鼓、
吉他这四种尼泊尔最流行的传统乐器演奏，以及歌舞表
演，传递和平和睦之意。该演出团现已在世界各地表演
音乐会超过2000场。接下来，该演出团还将在5月19日晚
在沈水湾公园云 阁，20日、21日晚在北市场皇寺文化
广场进行表演。

辉山明渠微生物
“啃”
污泥
预计俩月根治黑臭水体
本报讯（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桐）沈阳的辉山明
渠采取无害化生物及微生物菌种配方，彻底治理污泥。
昨日，第六届中国（沈阳）国际现代建筑产业博览会
举行，这是沈阳市升级为全国首个国家建筑产业现代化
示范城市后，再一次举办的国际现代建筑产业盛会。
展会场馆内，
城市建设中环保新科技项目最受关注。
现场一组类似大型鱼缸的展台前，右侧鱼缸满是黑色污
泥，
左侧鱼缸中则是清水中还有鱼在游动。最左侧的鱼缸
正是使用沸石治理的效果。沸石是一种孔隙中隐藏了复
合耐氧菌的高科技微生物产品。沸石投入黑臭水体内，
就
可沉降到底泥表面，以底泥污染物和病原菌作为养分，对
被污染水体进行消化、
分解。一般7天可除掉水体臭味，
一
年就能彻底将底泥土质化，
水质变清，
恢复水底生态。
治理黑臭水体的传统技术一种是将底泥打捞清淤，
运输和处理底泥都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另一种是在
水体内治理的方式，无论是通过高动力电将淤泥打碎下
药剂还是使用好氧菌药剂都在操作上难度更高。而这种
新技术，工程造价相当于清淤工程的十分之一。目前，已
经在北京、贵州等城市的多条河流应用完成，使多条黑
臭水达到地表V类水质，黑臭现象改善明显。目前正在争
取将这项技术应用在沈阳内河水系黑臭水河治理中。
目前，该工程已经开始，预计工期两个月。

■相关新闻

沈阳开工建筑工程中
三成都是“搭积木”
建设
“目前，沈阳装配式建筑占工程开工总量30%，并建
立装配建筑信息管理系统。”沈阳市现代建筑产业化管
理办公室主任居里宏说。今年是沈阳发展现代建筑产业
的第八年，下一步，将进一步提高装配式建筑的质量与
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在建筑方面的利
效率，加强BI
用，推进工程总承包在装配项目、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
在管理方面的应用。
BI
M是建筑信息模型应用，是本世纪工程
据介绍，
建设领域兴起的一种新的信息技术手段。现在已经在南
北快速干道隧道段应用，通过构建全方位5D建筑信息模
型，精准定位排迁管线位置，降低施工风险。
此外，目前正在建设的东塔桥也有应用，程序根据参
数变化进行仿真分析，
从而制定最优的建筑施工方案。
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