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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工作中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工
作要求是我院创新执行机制、处置矛盾激
化执行案件的基本落脚点和切入点。 ”谈

到在执行工作中采用“公开评议”方式，
兴化市法院院长宋亚平说道。

今年以来，对于案情疑难复杂，被执

行人情绪反应激烈， 处置不当极易引发
矛盾激化事件的执行案件， 兴化市法院
秉持群众路线要求，创新执行工作方法，
通过召开群众评议会， 公开被执行人的
主张、法院执行方案，以及前期执行工作
情况，由群众现场评议，投票确定，最大
程度地实现和谐执行。 群众评议着重把
握好四个环节：在制定评议方案环节，方
案要涵盖被执行人身份情况及其诉求主

张，执行案件矛盾焦点所在，法院执行工
作预案，前期执行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就
案件执行提出的备选方案等要素， 以便
让参加评议的群众通过方案即能对执行

案件有一个全面、客观的了解。
在确定评议人员环节， 要求参加评

议的群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要避免公
职人员多、一般群众少的状况，特别是要
选择一些与被执行人联系较多的群众代

表，必要时，也可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参加评议。

自去年以来该院采用群众评议执行

的9起案件中， 其中有8起被执行人自动
履行了法律义务。

图为兴化法院一迁让房屋纠纷评议

会结束后，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并在评议
群众的见证下当场领取了搬迁补贴款。

2013 年以来，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
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积极服务城建
转型升级，通过推行新的“裁执分离”工作
模式， 成功实施了 20多起强制搬迁案件，
有力推动了市区拆迁扫尾专项活动， 保障

了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裁执分离是由法院和政府分别行

使裁决权和执行权， 从而体现司法权力
的监督和制约， 防止因行政权力的滥用
而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海陵区法院

院长陈炜介绍说。
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执行强制搬迁

案件，由法院对强制搬迁案件的合法性进
行审查，海陵区法院在受理前坚持预先审
查和指导制度，对符合形式要件且材料齐
全的强制执行申请案件及时审查，及时听
证，及时裁定。审理全过程坚持公开透明，
充分听取和征求社会各界尤其是被搬迁

人的意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被拆迁户
许某某在政府征收拆迁中漫天要价，致使
市属公益工程育才路建设长达 6 年不能
贯通，市民群众出行不便，社会反响很大。
海陵区法院受理后，承办法官将听证会设
到拆迁现场， 邀请部分居民和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参加听证，连长时间不肯露面的
许某某也到场陈述了意见，从而确保了裁
决结果的公正合法。

“调解为先、和谐执行”。 2013 年海
陵区法院受理的 16 件拆迁非诉行政执
行案件中， 经调解、 协调达成协议的有
11 件，占受理总数的 69%。 即使双方不
能最终达成和解， 由于法官在协调过程
中作了细致的情理感化、法理阐述、政策
解读， 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被拆迁户
的抵触情绪， 为后期强制搬迁的顺利实
施打下了良好基础。

图为海陵法院在拆迁现场召开政府

对许某某户强制执行申请一案听证会。

2013年以来， 靖江市人民法院多措
并举破解“执行难”，通过与房产、税务、
金融、 公安等职能部门以及市镇村三级
组织建立执行联动机制， 巧借外力加强
执行查控力度，打破了以往“人难找、财
产难寻”的“怪圈”。 今年上半年，该院执
结案件1315件， 执行标的额2亿多元，取
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1月23日，靖江某大酒店门外。 曹某
走向宝马轿车， 忽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

字，回头望去，吃惊地发现执行法官沈华
伟等人正站在他身后。

原来， 曹某为靖江某轧辊公司提供
执行担保，承诺分两期将执行款项付清。
曹某如约给付第一笔10万元， 余款18万
却迟迟不见踪影。 承办法官沈华伟多次
与曹某沟通，曹某总以手头太紧搪塞，并
且避而不见。 沈法官明白找到曹某是解
决案件的关键。于是，他借助法院与公安
局之间的执行查控联动网络， 将曹某的

身份信息传送给公安机关， 请求他们协
助。果然没过多久，公安机关发现曹某在
靖江某大酒店用身份证开房的记录，于
是第一时间通知沈法官。 曹某最后只得
将所欠执行款如数交出， 并接受规避执
行的法律制裁。

8月19日，靖江市东兴镇某村。 执行
法官马瓒带着书记员小陈走进一家小加

工厂，被执行人张某正与人结账。 原来，张
某是案件的被执行人。 法官马瓒多次到工
厂来找他，工人都说张某外出未归，在外面
跑业务。 马法官知道张某有意躲他，就找
到了东兴司法所，请他们帮忙找找张某，一
有消息便通知他。 结果，不出几天，就传来
消息，说张某刚结到一笔货款，人正在厂
里。 有了准确的信息源，马法官第一时间
就带人来到了张某的小加工厂。 虽然张
某心中万般不舍， 面对从天而降的法官
还是将“账”给结了。

近年来， 靖江法院加强执行查控力
度，与银行、证券、车管所设专人对接，统
一查询，与房产部门沟通，在法院内部建
立房地产信息查询终端，确保立案后7个
工作日内将被执行人财产摸排1遍。与公
安机关协作，借助110指挥平台和遍及城
乡的公安网络， 缓解执行局警力不足的
问题，确保5分钟到现场控制被发现行踪
的被执行人。借助交警日常巡逻、查出违
章的职务优势， 加强对被执行人车辆的
控制。建立基层协助执行网络，在每个村
和社区聘请1-2名协助执行员， 靖江市
委将各镇协助情况纳入市综合考评，授
权法院主导考核奖惩。 法院还与邻近的
江阴、如皋、泰兴法院召开联席会议，互
相接受交通事故案件的执行委托， 有效
解决此类案件跨区域“执行难”问题。

图为靖江市法院执行法官在当地派

出所干警的支持下执行一起案件。

今年以来， 江苏省泰州市两级法院积极创新执行工作机制， 针对影响和制约执行工作质效的关键因素和环节， 探索推
行以 “实施分权、 裁执分离、 借力查控、 公开评议” 为主要内容的执行工作改革， 在提高执行质效、 确保公正廉洁等方面
取得了初步成效。 今年以来， 泰州两级法院在执行案件数同比上涨八成的大背景下， 实现了结案数、 执行标的额到位率等
多项重点指标的平稳提升， 有效解决了 “执行难” 问题， 有力推进了社会诚信建设。

泰州： 执行高地平稳落脚社会诚信
□ 本报记者 朱 ■ 本报通讯员 小 新 于 波 向 阳 兰 垒 长 荣

“泰州中院的执行实施权分权
集约实施及流程管理工作机制很有

特点，不仅打破了‘一人包案到底’
的工作模式 ,还打破了‘一个部门’
运行的局限，加强了执行工作力量，
提高了专业化水平。 ”日前，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全面推进执行
实施权分权实施工作的报告》 得到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的充分肯

定， 要求全省法院学习借鉴泰州的
执行实施分权模式。

被问及为何要创新这一模式

时， 泰州中院院长熊毅直言：“一个
执行案件往往由执行人员一人负责

到底，对执行程序缺少有效的监督，
如果执行法官不作为或者违法执行

时，往往不能及时得以纠正，容易产
生执行不公和司法腐败问题。 ”

为有效解决“执行难、执行乱”
的问题，改变过去“一竿子插到底”
的传统执行实施权运行模式存在的

弊端，今年上半年，泰州中院出台了
《关于执行实施权分权集约实施及
流程管理的实施意见》，全面推进执
行实施权分权实施。

将过去由一个法官一包到底的

执行实施分成四个阶段———执行启

动、财产查控、财产处置、结案审查，
由不同的执行法官行使部分实施

权。
能否准确掌握债务人财产信

息, 是强制执行能否有效进行的关
键。 实践中,老赖往往对财产百般隐
匿,造成财产查控不到位，成为执行
难的瓶颈。

执行分权后， 财产查控组统一
负责财产查控工作，分工更专业、更
细化。 除传统的向银行、房产、土地
管理部门等调查财产线索外, 新规
范还要求承办人必须到被执行人经

营场所及住所调查其财产状况 ,保
证对被执行人外围财产、 内部财产
状况均清晰明了。

“针对过去执行力量不足的问
题，我们增加了专职执行员和司法警
察，专门从事执行财产的查控工作。”
泰州中院执行局局长任晓龙介绍。

财产处置历来是执行管理的难

点，把握不慎，极易滋生腐败，影响
司法公正。“新的运行模式重点加强
了财产处置流程管理, 重点环节规
范化、透明化。 ”泰州中院副院长纪
阿林介绍， 对于财产查控组移交的
发放执行款案件， 财产处置组及时
审查,确定无误,立即发放。

对于移交的非金钱财产， 财产
处置组在审查无误后立即移送司法

鉴定部门，由司法鉴定部门委托评估、
拍卖、变卖被执行财产。关键环节的第
三方介入， 使以往敏感的评估拍卖环
节更为公开公正、透明直观。

今年 3 月， 泰州中院在执行某银
行泰州分行与泰兴市某面粉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 财产查控组在
查实被执行人有相关抵押房产和设备

的情况后， 将案件移交到了财产处置
组， 财产处置组进行审查后立即又将
案件移送到了司法鉴定处， 最终通过
司法拍卖的方式， 申请执行人拿到了
800 多万元的执行款。

“整个执行过程，特别是财产处置
的过程都运行在阳光下， 即使没有拿
到全部的欠款，我们也很理解。 ”对于
泰州中院规范严谨的财产处置流程模

式， 申请执行人某银行泰州分行负责
人称赞说。

此外, 新的运行机制还搭建了立
体化权力监督体系， 以执行裁决制约
执行查控和处置， 以案件审查制约执
行裁决，做到各阶段分工合理、明确，
相互监督、制衡，有效预防执行腐败的
发生。

10 月 12 日上午， 申请执行人刘
某收到了来自泰州中院的提示短信：
“您好，您于 2013 年 8 月 23 日向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侵害商标

权纠纷案， 目前已经进入财产查控阶
段， 如您对我们执行工作有任何意见
和建议，欢迎拨打执行监督热线，谢谢
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实时告知申请
执行人执行进程， 这是今年泰州中院
执行实施权分权制度施行后， 进行节
点流程管理的一项创新举措。

流程管理改革中, 泰州中院对执
行的四个阶段进行了规范严谨的节点

管理。中院执行局制作《执行实施案件
分权实施期限管理流程表》随卷流转，
做到对各节点的有效控制， 同时对各
节点实行台账管理， 由结案审查组严
格把关， 作为审查案件是否合格的重
要依据。

今年 6 月， 结案审查组在审查泰
州某食品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一案中，
对照《管理流程表》发现执行环节有多
处不符合规定： 被执行人由代理律师
出面， 而执行令等法律文书未向其送
达。 未按规定要求申请执行人举证财
产线索， 财产调查结果也未按规定向
申请执行人书面告知。

结案组随即将案件退回执行启动

组，启动组按要求一一改进落实。结案
组对该案再次进行了审查， 确定没有
任何瑕疵后予以结案。 这一处理结果
赢得了申请执行人的由衷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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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龙范：本院受理你诉邢威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告知权利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 定于公告期满后 2014 年 2 月 10 日下午 14 时(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 C214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泰州市海陵区祥泰碳酸钙有限公司、李永红、夏红军：本院
受理兴化市江玲气体有限公司诉你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

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17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

谢常锡：本院受理天津广源顺船舶燃料供应有限公司诉你
及浙江华恒海洋工程船务有限公司、 浙江华恒航运有限公司、
张识敏、陆启浩船舶物料供应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津海法商初字第 237 号民事判决书。 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天津海事法院

本院于 2012 年 12 月 3 日受理了申请人麦利谦的公示催
告申请， 对其遗失的编号为 30604430/07359088、 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10 月 20 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3604 元、出票人为佛
山市南海喜德佳陶瓷机械有限公司的广发银行广发银行佛山

南庄支行支票一张，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 公示催告期间
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 2013年 4月 18日作出了（2013）佛城法
南民催字第 9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申请人麦利谦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广东]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张海栋： 本院审理原告谢海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丛民初字第 2450 号民
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如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曹永兵：本院受理的原告贺玉山诉你船员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大海商初字第 53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大连海事法院

2013年 10月 12日，本院根据北京科林电视设备公司的申
请裁定受理北京科林电视设备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查明：科林
公司截止 2013 年 7 月 31 日的资产总额为 186.78 万元，负债总
额为 2936.24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2749.4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572.03%。本院认为，北京科林电视设备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已经具备宣告破产的法定条件，
应予宣告破产。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
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3年 11月 8日裁定宣告北
京科林电视设备公司破产。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林栾张盘铁选厂清算组的申请，受理了林栾张盘
铁选厂破产还债一案。 经审理，认为该企业完全丧失生产和清
偿债务能力，应当宣告林栾张盘铁选厂破产。 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 的规定， 本院于 2013 年 10 月 14 日作出
（2013）栾民二破字第 2-1 号民事裁定书，宣告林栾张盘铁选厂
（又名栾川县林栾张盘铁选厂）破产。 [河南]栾川县人民法院

经债权人主席提议， 杭州金松空调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
定于 2013年 11月 29日上午 9时 30分在杭大路 8号杭州万好
万家黄龙店召开债权人会议，请债权人持有效证件准时参加。

杭州金松空调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六日

2013年 3月 6日，本院根据北京市综合投资公司的申请裁
定受理北京多伦多国际医院强制清算一案，查明，北京多伦多
国际医院清算组没有财产、账册及重要文件，且公司的人员下
落不明，无法清算。 本院认为，北京多伦多国际医院财产、账册
及重要文件均无法找到，人员下落不明，无法清算，强制清算程
序应予终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于
2013年 9月 6日裁定终结北京多伦多国际医院强制清算程序。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联合拍卖公告 受委托，将于 2013 年 11 月 28 日 10 时在
江苏省宜兴市宜城街道沧浦社区服务中心 4 楼宜兴市司法拍
卖中心进行第三次整体拍卖。 具体事项如下：拍卖标的：坐落于
宜兴市周铁镇东湖村的宜兴市易达混凝土有限公司所有的厂

房、土地使用权、部分机械设备等资产（评估报告扣除一部分设备，
详见资产相关说明。 评估报告仅作参考）， 第二次拍卖保留价为
5183万元。 看样及咨询：即日起接受咨询及现场看样。 参拍方式：
有意参拍者于 2013年 11月 27日 15时前将保证金 580万元汇
至法院账户并携带有效证件及保证金收款收据至拍卖公司办理

竞买登记手续。 联系方式： 无锡左校拍卖有限公司 潘女士：
13861532886， 无锡市嘉元拍卖有限公司 薛先生：13003377885，
江苏和信拍卖有限公司 储先生：13222826158， 法院监督电话：
0510-87963891。 无锡左校拍卖有限公司

无锡市嘉元拍卖有限公司

江苏和信拍卖有限公司

本公司受法院委托， 定于 2013 年 11 月 20 日下午 3 时 30
分，在浙江省义乌市江滨中路 388 号 2 楼拍卖厅公开拍卖以下
标的：原北京威卡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有的“VCOTTON”和
“维棉” 注册商标， 注册或申请号分别为：8302374、9386135、
9386162；9372535、9386180、9999337。起拍价 1万，须交保证金 1万
元。 法院监督电话：0579--85328160请标的相关的案件当事人、共
有权人、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等届时参加拍卖会，缺席将视为
放弃相关权利。以上标的过户过程中产生的一切税和费均由买受人
承担。 报名、咨询、展示时间及地点：即日起至 2013年 11月 19日下
午 4时止（保证金须在此时间前足额交入指定账户），到浙江省义乌
市江滨中路 388号 2楼办理展示、竞买报名等手续，届时请携带有
效证件及复印件和保证金交纳银行回单。 联系电话 0579--
85035533 网址：www.ywxls.com 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www.
rmfysszc.gov.cn 浙江兴隆盛拍卖有限公司义乌分公司

甘肃省农垦工业公司：本院受理的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兰州好为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农垦工业
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与你公司联系不上，需要对你公司
所有的担保抵押的位于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 122 号房产{房
产权证号为兰房（经公）产字第 2310 号，幢号：10，建筑面积为
6200平方米}进行公开评估、拍卖。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选取评估、拍卖机构时间为本公告送达期届满后
的第 7日上午 9时。地点在本院司法技术处。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随机选取评估、拍卖机构。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甘肃省农垦工业公司：本院受理的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兰州好为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农垦工业
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与你公司联系不上，需要对你公司
所有的担保抵押的位于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 122 号房产{房
产权证号为兰房（经公）产字第 2310 号，幢号：10，建筑面积为
6200平方米}进行公开评估、拍卖。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选取评估、拍卖机构时间为本公告送达期届满后
的第 7日上午 9时。地点在本院司法技术处。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随机选取评估、拍卖机构。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申请执行人蒋建强与被执行人朱金明、颜方芳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院决定对朱金明购买的位于三亚市河东区迎宾路昌达-山水天
域D-D-603房、颜方芳购买的昌达-山水天域D-B-803房（预售许可
证号均为三房预许字【2007】056号）进行公开拍卖。 如对上述房屋权属
持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并提供相
关证据，逾期本院将依法拍卖。 [海南]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

赵晓光：本院在执行宋淑芝申请执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向你送达本院（2013）让执字第 4号执行通知书。执行通知
书载明： 责令你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 3日内履行大庆市让胡路区
人民法院（2012）让民初字第 123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给付执
行款 55675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负担执行费 780.31元，
案件受理费 1192元，保全费 1820元。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 [黑龙江]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

江苏姚氏灯具有限公司、郦裕萍、姚盛华：本院受理中国工
商银行丹阳支行与你们及江苏凯旋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借款合

同纠纷执行一案，依法委托镇江市价格认证中心和江苏苏润土
地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对你们名下位于丹阳市界牌镇安

乐村（地号：11924018）和该镇东村（地号：11924038）的土地使用
权和房屋及地上建筑物进行评估。 现已作出镇价证（2013）13号
和苏润（2013镇中法鉴委字 21号）第 1303002号评估报告书。现公
告送达该两份评估报告书和拍卖上述财产的裁定书，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 如对这两份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10日
内书面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本院将对上述财产依法公开拍卖。
你们应自本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到本院办理确定拍卖机构相关事
宜，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相关权利，由本院随机确定拍卖机构，所确
定的拍卖机构不再另行通知。 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姚芝山、邵俊玲：叶宏光、高健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们未按（2013）徐鼓证执字第 52 号执行证书履行应
尽义务，本院依法委托对你们所有的位于本市黄河农贸市场综
合楼 20 号的房屋进行了评估、拍卖，现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并公告告知你们，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你们到本院选举评估、拍卖机构、逾
期视为放弃权利， 本院将依法对该查封的上述房产进行评估、
拍卖。 [江苏]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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