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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 广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召开会议，再动员部署推进全
省法院■民生案件专项集中执行活

动，着力解决一批关系群众基本生活
的执行案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安居
乐业。 全省各地法院上报的 1179宗
未结涉民生执行案件将在今年 6 月
底前基本执结。

据了解，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开展涉民生案件专项集中执行活

动的通知要求， 广东高院迅速制订
下发了工作方案，分排查准备、集中
执行、总结汇报三个阶段，采取多种
方式，深入推进该项活动取得实效。
经过排查， 目前广东全省各地法院
上报的 2013 年底前未结的涉民生

执行案件总数为 1179 宗，涉及标的金
额 1.2 亿余元。 按照工作部署，这批案
件将在今年 6 月底前基本执结。

在集中执行阶段，广东高院要求，
今年 1月至 5月，全省各级法院要集中
本辖区执行力量，加大对已报未结涉民
生案件的执行力度，严厉打击各种规避
执行的行为，努力兑现执行债权，及时
执行到位并发放执行款。建立健全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制度，探索多种形式发布
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实行信用惩戒，引
导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法定义务。广东高
院还要求， 各级法院要在春节前用 20
天左右的时间集中执行完毕所有拖欠

农民工工资等劳动报酬案件，让农民工
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春节。 （裘晶文）

严厉打击规避执行
粤

完成筛查摸底 建立清理台账
宁

积极作为 体现善为 落实应为
———上海铁路两级法院助推平安铁路建设

本报记者 卫建萍 本报通讯员 郑 妍

刚刚过去的 2013 年，是地处苏皖
浙沪三省一市的上海铁路运输两级法

院改制移交地方的开局之年。据统计，
去年上海铁路两级法院共审结各类

案件 1255 件，同比增加 27%。 他们坚
持服务东部铁路事业发展的基本定

位，积极作为 、体现善为 、落实应为 ，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通过严惩犯
罪、化解矛盾、延伸服务等工作措施，
推动和保障平安铁路建设不断取得

新成效。

积极作为 打击盗窃、
毒品等犯罪

针对在列车上盗窃旅客财物和

涉毒犯罪常发 、 多发特点 ， 上海铁
路两级法院积极开展严惩盗窃 、 涉
毒犯罪的专项审判活动 ， 突出打击
重点 ， 对多次盗窃旅客财物特别是
实施扒窃行为的被告人 ， 依法从重
惩处 ， 以震慑犯罪 ， 维护旅客财产
安全和铁路运输秩序。

2012 年 10 月 23 日 1 时许 ， 北
京西开往安庆的 k1071 次旅客列车进
入安徽境内， 从淮南站上车的戚某、

闫某两人伺机行窃。 当列车运行将至
合肥站时， 闫某负责望风， 戚某将一
名熟睡中的旅客的单肩挎包抽出， 从
中盗得 2.2 万元。 几天之后的 28 日 1
时许， 当六安至宁波的 k8405 次旅客
列车运行在芜湖至宣城区间时， 闫某
故伎重演再次作案， 窃得 138元。 2013
年 5月 23日， 合肥铁路运输法院审理
后， 以盗窃罪分别判处戚某有期徒刑一
年零十个月， 闫某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
月， 两人均被并处罚金 1万元。

据统计， 去年上海铁路两级法院
共审结盗窃案件 186 起， 判处被告人
264人， 其中涉及盗窃旅客财产的案件
138件， 挽回旅客财产损失 63.4万元。

与此同时， 铁路法院坚持对涉毒
犯罪保持严打态势， 在确保证据、 事
实确实充分的前提下 ， 依法严惩不
贷。 去年经审理确认的毒品总量共计
6939.23 克， 73 名被告人被判处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缓期执行。

体现善为 释法明理
化解纷争

过去一年里 ， 铁路民事法官积

极传承多年来形成的具有铁路特色的

办案方法 ，通过勘查铁路道口等现场 ，
掌握案件审理的第一手资料 ； 通过到
案发地巡回办案等方式 ， 方便群众诉
讼 。 特别是针对铁路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容易激化矛盾的特点 ， 法官们进行
深入细致的案件审理 、 调解和释法明
理等工作 ，想方设法化解矛盾 ，平息纠
纷。

几年前 ， 处于精神病发病期的江
某在铁路上游荡时 ，被货物列车撞伤 ，
致脾脏破裂 、11 根肋骨骨折等多处受
伤。 事故发生后，上海铁路局承担了江
某的医疗费 、护理费等 ，并借给其后续
治疗费用。 一审判决后，江的丈夫对判
决结果不满提出了上诉。

上海铁路中级法院受理此案后 ，
法官多次到江某家中探访 、慰问 ，向其
释法明理 ，经过近半年的工作 ，江某丈
夫终于在法院的主持下与上海铁路局

签下了调解协议。 去年 12 月 19 日，法
官专程赶赴安徽合肥 ， 向这个特困家
庭发放一次性补偿款。 据统计，去年上
海铁路两级法院共审结铁路人身损害

赔偿纠纷案件 308 件 ， 其中调解结案
262 件。

落实应为 注重延伸审
判职能

铁路法院跨省管辖、线长点多，而延
伸服务和多点推进， 同样是法院为平安
铁路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重要抓手。 为
此， 上海铁路中级法院出台了推进司法
职能延伸、深化服务铁路事业发展的 17
条意见，从建立联席机制、共建法制教育
基地、 组织法制宣讲、 开展法治巡访服
务、强化司法建议、组建司法联络员队伍
等方面做出详细部署， 此举受到铁路企
业的欢迎和好评。

据介绍， 去年两级法院根据案件审
理中发现的问题，向铁路企业发出 15 份
（篇）司法建议，以推动其完善规章、堵塞
漏洞、亡羊补牢；开设法治讲座 12 次，为
铁路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指导企业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问题。 上
铁中院还与铁路局党（干）校共建领导干
部法制教育基地， 并由资深法官为学员
讲授法制课程，目前，该院还正在以“做
一名懂法公民、守法职工”为主题，组织
编写法制教材， 为今年即将开办的铁路
新职工培训班做好授课准备。

本报讯 （记者 程 勇 陈

群安 通讯员 杨斌崇）1 月 15 日
下午，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
闻发布会， 宣布全省法院启动涉民
生案件专项执行活动， 春节前重点
执行农民工讨薪案件。

2011 年，赤壁市某服饰公司倒
闭，老板不知所终，199 名工人共计
被拖欠 32 万余元工资。 当年 6 月，
工人们起诉该公司讨要薪水， 获判
决支持，但因找不到老板，钱还是拿
不到手。工人们申请强制执行。当年
底， 法院将该公司的库存牛仔面料
予以变卖，所得 14 万余元作为工资
发放。之后，法院又着手拍卖该公司
的机器设备，用于偿还剩余欠薪，但

因评估鉴定等需要大量时间 ， 直到
2013 年仍在执行过程中。 去年 12 月
中旬， 全省法院启动涉民生案件专项
集中执行活动，该案被列入其中。去年
底， 法院通过拍卖获得价款 21 万余
元，将案件全部执结，并于今年 1 月 3
日开始向 199 名工人陆续发放欠薪。

在发布会上，湖北高院表示，本次
涉民生案件专项集中执行活动， 将持
续至今年 6 月。目前，全省法院共清理
出 806 件未执结的涉民生案件， 其中
索要劳动报酬案约占两成。 而针对春
节前农民工讨薪案件集中的情况，湖
北高院要求全省法院利用春节前 20
天左右的时间， 重点执行一批拖欠农
民工工资的劳动报酬案件。

本报讯 （记者 赵 霞）近日，
被执行人兰某迫于人民法院的执行

声势，主动向执行申请人于某某履行
了 3000余元交通肇事赔偿款。“真没
想到法院时刻关心着我们的案件，这
3000元对于我们这些贫困地区的农
民太珍贵了！ ”于某某感激地握着执
行法官的手说。这是发生在宁夏回族
自治区泾源县人民法院的感人一幕。

全国涉民生案件专项集中执行

活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后，宁
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及时召

开党组会议， 研究部署全区法院开
展涉民生案件专项集中执行活动，

多措并举， 扎实推进涉民生案件集中
执行活动，最大限度落实好、维护好困
难群众的合法权益， 力争春节前执行
一批涉民生案件。

为确保集中执行活动顺利推进，
宁夏高院成立了涉民生案件专项集中

执行活动领导小组， 目前已完成了筛
查摸底工作。 针对全区法院未执结民
生案件，建立了集中清理台账，落实了
工作责任制。同时，明确要求切实加强
和改进执行工作作风， 坚决杜绝吃拿
卡要等不正之风， 对于在活动中出现
的违纪违法执行行为， 一经查实将按
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集中春节前 20天为农民工追薪
鄂

近日，在福建省寿宁县人民法院审判综合大楼里，寿宁法院相关负责人
将62968元分发给15位农民工。 去年12月，因被拖欠工资，当地某自来水有限公
司的15名农民工来到寿宁法院寻求司法救济。在了解情况后，寿宁法院法官多
方调解， 促使施工单位将所欠薪水转入法院指定账户。 图为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农民工兄弟在法律文书上捺手印。 何晓慧 郑少华 郑万江 摄

为切实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提高人民群众法治意识 ， 2014 年 1 月
14 日， 山东省莒县人民法院组织干警
来到集市对群众进行普法宣传， 发放宣
传材料， 教育群众自觉履行法院生效判
决确定的义务。 邹晶阳 摄

“谢谢你们，谢谢法院，这一年多来
我为儿子们的事情操碎了心，多亏你们
帮我找回了五个儿子！ ”当我第三次下
乡把调解书送到 80 多岁的杨老太太手
上时，这位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家激动
得泪流满面 ， 紧紧握着我的手不肯放
开。

还记得该案起诉到三门法院的时

候，我还是一名法官助理，主要协助法官
进行庭前调解。 原、被告出自一个家庭，
这家有兄弟五个，多年来感情甚笃。后来
因为家中“一亩二分地”的归属，四兄弟
将老三告上了法庭， 本可安享晚年的杨
老太太也被卷入五子争地的波折中寝食

难安，心痛不已。无论村、镇、辖区派出所
的领导们如何劝说分解， 兄弟五个依旧
闹得不可开交。

接到案件后， 我仔细翻看案卷，了
解事情原委。 原来这家祖传一块地，承
包权证上写着父母和兄弟五个的名字，
但私下一直默许给老三一个人使用。 后
来老三把地租出去， 租金一个人独占，
这才把哥哥弟弟们激怒了 ， 闹上了公
堂。 记得第一次我把原、被告叫到法庭
进行调解 ，四原告怒气难平 ，老三则觉

得委屈，家事既然都闹上了公堂 ，也就
顾不得兄弟情面了。 第一次调解自然无
果，而我则意识到 ，这样的案件唯有消
弭五兄弟内心的嫌隙，才有可能让这出
家庭闹剧以喜剧收尾。

在承办法官叶法官的提议下，我们
决定下乡调解。 烈日骄阳之下，眼看一
场家庭大战就要爆发，叶法官及时出声
让现场安静下来，并尝试以入情入理的
分析慢慢“梳”开双方心里的积怨。 俗话
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兄弟打断
骨头连着筋”， 田边的叶法官紧紧扣住
原、被告的兄弟情 ，情感疏导的温情言
语犹如田边溪流，缓缓淌进当事人的内
心，也为本案找到了转圜的余地。 终于，
五兄弟同意在法院的主持下调解。 就在
调解协议快要达成的时候，老三因为质
疑承包权证书的效力又向法院提起了

行政诉讼 ，本案一度中止了审理 ，双方
当事人又陷入了僵持局面。

这样的案件判决倒是简单，但效果
肯定没有调解好。 因此，期间我和叶法
官又曾多次通过电话等多种方式做双

方的工作。 半年后，老三因为顾念兄弟
亲情撤回了行政诉讼。 借此我和叶法官
再次来到村里，同时邀请了村干部以及
原被告的母亲、第三人承租人李某等一
起参与调解。 大家一齐用亲情规劝，用
亲情 “拷问”， 每一句话都说得至诚至
真，老大因为感动于我们法院如此倾力
调解，为保兄弟情谊自愿放弃了自己的
租金份额给老三。 第三人李某提出，只
要原、被告兄弟间能和解 ，他愿意将每
年租金提高 10000 元。 最后，我们终于
以皆大欢喜的方式化解了缠绕在兄弟

五人心头一年多的 “千千结”。
（杨甜甜/整理）

为耄耋老人“找回”五个儿子

浙江省三门县人民法院

民二庭庭长 叶未赏

江苏稳步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2013年全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 91.12%

今年元旦前夕， 湖南省炎陵县人
民法院执行局办公室里， 手捧刚刚拿
到手的 5 万多元执行款， 来自滇南西
畴县的壮族村民李福建， 含着热泪向
法院执行局法官再三道谢， 转身踏上
了南下的列车。 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执
行案子？ 炎陵法官与万里之遥的村民
李福建演绎了一段怎样的真情故事？

飞来横祸致两人身亡

2011 年 8 月 15 日， 在云南省石
屏县境内发生一起车祸： 云南文山壮
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村民李福建驾驶

的货车与湖南省炎陵沔渡乡村民佘远

山驾驶的小客车相撞， 李福建的母亲
和女儿身亡。事故发生后，佘远山在已
支付 64000 元情况下， 因赔偿款有差
距与李福建产生了分歧。 李福建遂向
当地法院起诉佘远山。 2011 年 12 月
13 日，云南省石屏县人民法院一审判
决除已支付款项外， 佘远山尚需赔付
剩余款项 14 万余元。

判决生效后， 佘远山因未能履行
还款义务，李福建向石屏县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可佘远山已回湖南，石屏县与
炎陵县又相距两千多公里，一个来回就

有五千多公里。 关山重重执行难，石屏
县法院发函请炎陵县法院协助执行。

为切实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炎陵法院执行局法官一次次赶赴沔渡

乡佘远山的家。 然而此时见佘远山已
远赴广东打工，名下也无固定资产，其
跑客运赚的钱已赔付给李福建， 家中
一辆黄海牌客车因诉讼保全被扣押在

事发地云南了。该案的执行陷入困境。

万里奔波终握手言和

面对困难，执行法官没有气馁，将
目光投向尚被扣押在云南的那辆客

车。为此，去年 11 月下旬，法院执行局局
长兰中刚与法官潘龙专程赶赴云南石屏

县法院。
可当两人风尘仆仆的赶到石屏县准

备处置这辆车时， 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
问题：汽车如要进行拍卖，需缴纳不菲的
评估手续费，从而会增加出售成本。如在
云南当地变卖，当地人要购买这辆车，则
需远赴湖南炎陵县才能过户。 这更增加
了购买者成本， 以至变卖一周后都无人
问津。

怎么办？兰中刚与潘龙商议后，决定
自己将车开回湖南炎陵后再行变卖。 为
省钱，两人便自己驾车北上。险峻异常的
云贵高原千仞壁立，加上路途不熟悉，很
是花了一番功夫，最终将车开回了炎陵。
把车变卖后，申群华、兰中刚等人再赴沔
渡乡去做佘远山工作。经过多方努力，当
事双方握手言和并签署了和解协议，一
场执行案至此落下帷幕。

（文中佘远山为化名）

万里奔波云和月
———湖南炎陵法官奔赴云南执行小记

张华山 刘建忠 颜 敏 钟晓芬

本报讯 （记者 朱 ■ 通讯员

陈 迎）1月14日，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召开新闻发布会， 向媒体和社会各界发
布江苏全省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负责

人出庭应诉情况。
发布会介绍， 近年来江苏法院积极

争取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大力倡导行
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2010年底，江苏
省高院与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省
政府法制办联合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做
好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工

作的通知》，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的案件类型、启动程序、应诉要求、统计
考核、监督检查等事项作出全面规定，初
步构建了覆盖全省的行政机关负责人行

政诉讼案件出庭应诉机制。
全省法院逐步建立行政机关负责人

出庭应诉通知制度，即开庭前，向被诉行
政机关发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通

知书，同时抄告政府法制办公室。建立行
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统计报告和

通报制度和行政诉讼应诉和行政执法业

务培训指导制度。 2013年全省法院一审
行政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3738
件，出庭应诉率为91.12%。 2013年全省62
个县（市、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率达100%。

据了解， 提升出庭应诉的社会效果
方面，江苏各地一直进行着积极探索。响
水县法院即通过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应诉指南》 指导行政机关负责人如何参
与庭审。此次发布会盐城中级法院、海安
县法院等单位分别书面通报了在提高出

庭应诉效果方面的工作经验。

本报北京 1 月 16 日讯 （记者
唐亚南） 今天， 由中国法学会主办， 中
国行政法学研究会承办的 “行政诉讼法
立法研讨会” 在京举行。

本次研讨会以行政诉讼法修正案

（草案） 立法为主题。 与会专家学者围
绕 “行政诉讼的目的、 行政诉讼的受案
范围、 行政诉讼当事人资格 （原告、 被
告、 第三人）、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 行
政诉讼的类型与裁判、 行政诉讼的审理
与执行、 行政公益诉讼” 等热点问题进
行了充分和深入的探讨， 对于完善我国
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行政诉讼法立法研讨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