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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

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法院法
官 徐小飞

本栏目邮箱：

yxfxjc@163.com

欢迎踊跃来稿

【安徽芜湖弋江区法院】

积极助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本报讯 近日，一名被执行人因

为被列入失信名单影响正常的经营活
动，主动来到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人
民法院与申请执行人协商，一次性付
款 29 万元了结债务。目前，该院先
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200 余条，
一些被执行人迫于威慑，主动联系法
院履行了义务。

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和破解执行难

问题是彰显司法公正的重要方式。自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公布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以来，
弋江法院积极按照规定向社会定期发
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为建成“守信
者赢，失信者亏”的社会评价体系，
使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好实现
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李文杰）

那天早晨，我刚到办公室，李领
弟、李招弟姐妹俩就迫不及待地给我
送来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司法为
民一身正气 促进和谐两袖清风”。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她们姐
妹俩的赞扬是对我工作莫大的鼓
励。看着姐妹俩灿烂的笑容，我觉得

之前的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
一个星期前，在法庭上，李领弟、李

招弟姐妹俩大声地数落弟弟：“李大勇，
你对得起死去的父母吗？他们去世不到
一年，你就把祖宅卖掉了，你有良心吗？
你有想过我们吗？我们今天就要让法官
判决，把被你变卖的祖宅要回来！”姐妹
俩越说越激动，手指点点戳戳。

李大勇从座位上跳起来，大声叫
嚷道：“房子是父母给我的，我爱怎么
处理你们管不着。嫁出去的闺女泼
出去的水，你们都嫁出去三十来年
了，还来管我的事……”

姐弟三人吵得不可开交，我及时
制止他们过激的言论，让他们情绪冷
静下来再理性表达自己的观点。通
过双方的陈述，我了解到，父母去世

后，李大勇将空闲的祖宅作价20万元卖
给了同村的村民，李领弟、李招弟姐妹
俩觉得弟弟擅自将祖宅变卖了，伤害了
她们的感情。

本案中，情理法复杂交错，乡土风俗
和法律规范抵触冲突。我决定暂时撇开
案子，和他们谈谈亲情。我对李大勇说：

“你看看你两个姐姐的名字，大姐叫领弟，
二姐叫招弟，可以看出你两个姐姐对你肯
定是疼爱有加的。有两个姐姐关心照顾
你，你想想你是多么幸福。你再看看她们
俩现在头发都斑白了，你忍心这么对待她
们吗？”李大勇听后，低下了头，红着脸小
声地说：“她们对我是挺好的，小时候，她
们有好吃的自己舍不得吃，都给我吃。”

我把头转向原告席，对李领弟、李
招弟姐妹俩说：“按照法律规定，诉争房

屋有你们的份额，法律将保障你们的合
法权益。但不管你们承认与否，你们的
弟弟已经长大，也成家立业了，你们得尊
重他的选择与决定，否则他可能只会活
在你们的影子里，也可能激发他的抵触
心理，这样反而有损你们姐弟情分。”姐
妹俩听了，连连点头称是。

这时，李大勇对李领弟、李招弟说：
“姐姐，卖房子之前没通知你们是我错
了，我向你们道歉。但房子卖出去要不
回来了，要不我给你们一些补偿吧。”一
声“姐姐”把李领弟、李招弟乐坏了，她们
都笑着说：“你还能叫我俩一声‘姐姐’，
还认我们，这比什么钱财都强。姐姐也
有不对，也向你说声对不起，姐姐啥都不
要，只要你有这份心意就行了。”说完，三
个人抱在一块痛哭了起来，不过流出的
是幸福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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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
针对辖区中小微企业因资金链断裂关
停倒闭的现状，积极探索“市场导向、
司法主导、简易审理、执破结合”的民
营企业市场化破产新路子。2013 年
以来，共受理破产案件 13 件，审结 5
件，确认债权金额19.81亿元，盘活资
产3.35亿元，释放闲置土地366.6亩、
厂房21.13万平方米，有效促进县域经
济的“腾笼换鸟”。

创新工作机制

“没想到这么大的破产案件处理
得如此顺利，也没想到几乎‘打了水漂
儿’的投资最终能拿回这么多。”住在
安吉县城天目小区的老吴谈起金贸破
产案件时，连用了两个“没想到”！

老吴口中的金贸公司全称是浙江
金贸竹木家具有限公司，曾是浙江安
吉一家知名家具公司，发展势头一直
很乐观。就是这样一家明星企业，因
铺摊子、上项目，最终爆发了严重的债
务危机并引发劳动纠纷。截至2014年
2月28日，共有312个债权人向管理人
进行债权申报，申报金额共计 8.9 亿
元。根据《浙江金贸竹木家具有限公
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日的债权
申报和审查确认情况，最终确认参加
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人共计293个。

该案的债权审核既是社会关注的
热点，也是众多债权人反映强烈的焦
点，法律适用上又伴随民刑交叉的难
题。在审理金贸公司破产清算案过程
中，安吉法院采取真实发生、合理流向
的审查原则，对超出四倍利率标准的借
贷利息实行旧息抵本。通过高额利息
核减和债权分配采用累进递减的分配
机制，共核减民间借贷债权1.72亿元，
使在原来普通债权整体清偿比例几乎
为零的情况下，小额债权清偿比例高达
20%，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为10%，
100万元以上为4.2%，最终使得90%的
债权人同意该分配方案，较好地实现了
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双效合一”。

坚持市场导向

落户安吉天子湖现代工业园区的
华特斯纺织公司，一度问鼎安吉工业
百强。然而在2013年10月27日，该公
司紧急向天子湖现代工业园区管委会
和县政府提交了一纸停产和请求协调
处置债务危机的书面报告。原来，
2012年以来，化纤行业产能过剩严重，
销售市场持续低迷，华特斯纺织公司
一直以高负债率经营，财务成本偏高，
生产成本高于同行业水平。同时，华特
斯纺织公司1亿余元外债无法及时收
回，导致现金流枯竭，集中出现大量到

期债务违约的情形，负债高达9.2亿元。
安吉法院受理该公司破产案后，从

企业资产价值最大化和保护债权人利益
的角度出发，确定了重整经营审理方向，
指导管理人积极走访行业内有实力的企
业，分别与萧山、绍兴等地的多家意向投
资者展开接洽，求证重整的可能性和可
行性，通过公开竞价方式，最终确定由浙
江宝信化纤公司以2.2亿元收购华特斯
纺织公司固定资产，顺利实现破产重整，
保障了 657 名债权人的利益，也解决了
近500人的就业问题。该案是湖州首例
破产预重整的成功案例，为审理同类案
件积累了宝贵经验。

同时，博时公司、中海公司2起破产
案，通过采取清算、重整相结合的处置方
案，主动对接，积极引进优质投资人，通
过公开竞争方式，由价高者对公司土地、
厂房等固定资产整体接盘，15.32万平方
米土地、12.4万平方米厂房等固定资产
得到了有效优化配置。

审结首例“执转破”案

新民诉法司法解释实施后，“执转
破”程序究竟如何实施，一度成为实务界
的热点。安吉法院积极在实践中进行探
索，审结了浙江省首例“执转破”案同泰
公司破产一案，成为全省首个“吃螃蟹”
的法院，不仅使得安吉县农商银行2800

万余元抵押资产及时得到清偿，还盘活
土地、厂房等主要资产2700万元。

该院根据案件类型、特点及企业经
营情况等因素，对执行案件筛选分类，梳
理确定符合执破结合条件的被执行企
业；统一申请文书格式，载明执行案号、
申请人、执行标的、执行依据及移送理由
等内容；通过简化移交手续，一次性实现
数据资料、财产保全、破产衍生诉讼、查
控措施等信息整合共享、高效运作，显著
提高了工作效率。

同时，该院还强化协调沟通，审理华
奔公司“执破转换”一案时，鉴于公司用
于抵押的房产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分别被
其他法院查封，核心资产分别抵押给不
同的银行，安吉法院主动协调，积极引导
两家银行先行垫付管理人的基本报酬，
指导管理人与租赁企业签订厂房租赁合
同。在此基础上，“无缝对接”审理华奔
公司破产案，充分用好用活破产法律规
定，顺利地解决了抵押房产和国有土地
使用权的处置权协调难问题。

工作中，该院在执行局成立专门的
财产保全组，利用银行、工商、房管、土管
等部门的“点对点”查控机制，全面掌控
被执行企业资产情况，制作企业财产清
单。同时，运用执行系统关联查询，全面
了解被执行企业的涉诉、涉执等负债情
况，为公平公正地处置企业财产提供了
有利的前提条件。

“双效合一”助推“腾笼换鸟”
——浙江安吉法院审理民企破产案件纪实

肖建平 方 勇

本报讯 （记者 王书林 通讯
员 王 倩）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牵头，
与公安、检察和司法行政部门联合签
署 《建立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办案机
制》，落实专业化办理与法律援助、
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参与等特殊保
护制度，进一步教育、感化、挽救失
足青少年。

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办案机制，要
求依法保障未成年人诉讼权利并得到
法律援助。受理案件后，应当向未成
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
人了解委托辩护人的情况，并告知其
有权委托辩护人。如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办案
单位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
为其提供辩护。司法行政部门着手建
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律师人
才库，遴选出一批专业知识过硬、热
衷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律师，为未成
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
助，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活
动。

办案机制确定的社会调查制度要

求，人民法院联手大专院校成立志愿
者团队，从在校师生中择优挑选志愿
者作为社会调查员，签订志愿服务协
议、保密协议，由社会调查员在未成
年被告人家人、学校、朋友中开展走
访调查，以调查所得信息为基础，深
入分析导致未成年被告人实施犯罪的
主观因素及其形成、演变、爆发过
程，对未成年被告人遇到的问题给予
帮助。公安、检察机关在侦查、审查
起诉等阶段，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
具体情况予以调查，形成调查报告，
随案一并移送人民法院。

办案机制所建立的合适成年人参
与制度要求，公安、检察机关和人民法
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
审判时，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无法通知、法
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
共犯的，可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
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
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
录在案，力求促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悔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

河南省温县人民法院对行动不便的诉讼当事人，坚持到其家中开庭，方便
了群众，促进了纠纷化解。图为10月26日，该院法官在番田镇西留石村的当
事人家中开庭审理一起借款纠纷案，并当场调解结案。张世伟 张更贵 摄

10月26日，齐鲁大地迎来霜降后的第一
场秋雨。一大早，法官老赵一行便冒着风雨驱
车20余公里赶往案件当事人鲁统兵家。

法官老赵其实才四十出头，本名赵凤
强，是山东省莒南县人民法院洙边人民法庭
副庭长、洙边巡回法庭主审法官。5年前，赵
凤强到洙边法庭担当巡回法庭的主审法官，
三天两头地走村入户办案，乡亲们尊称他

“赵庭长”，他则让乡亲们称呼自己“小赵”。
乡亲们觉得叫“小赵”不合适，就叫他“老
赵”，也是尊称。久而久之，辖区的老乡们见
了他都叫“法官老赵”。

这天，赵凤强有3个案子要办，首先是万某
诉鲁统兵离婚案。鲁统兵因遭遇车祸瘫痪在
床，上无父母，下无子女，全靠单身哥哥鲁统夫

照顾。万某已是第二次起诉离婚，誓死不再
“守活寡”了。鲁统兵和作为代理人的鲁统夫
则死活不同意离婚。

面对这类离婚案件，法院只有做双方调
解离婚的工作，不宜以双方感情破裂为由判
决离婚。为此，开庭前，赵凤强认真听取了鲁
统夫的诉说和要求，休庭后，又采取“换位思
考法”，分别对双方当事人进行释法明理，讲
清楚离与不离的利弊。双方终于都做出了让
步，万某答应离婚后给予鲁统兵尽可能多的
经济帮助。离开时，赵凤强从身上掏出 200
元钱递给鲁统夫，让他给弟弟买点营养品。

图①：书记员做开庭准备。
图②：法庭简陋但庭审一丝不苟。
图③：赵凤强在与原告万某沟通交流。

周密落实法律援助、社会调查等制度

乌市天山区公检法司专业化办理未成年人案

【河南光山县法院】

党风廉政形成“齐抓共管”格局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近日，河南省光山县
人民法院出台 《党风廉政建设主体
责任、监督责任清单》，厘清党组、
纪检组、党组书记、党组成员和纪
检组长的责任界限。

《责任清单》将“党风廉政建设
主体责任”细化分解为“党组领导
班子责任”“党组主要负责人责任”

“党组其他班子成员责任”三个层
级，对各责任主体应承担的责任给
予明确、清晰的界定，严格落实

“一岗双责”。其中，院党组的主体责
任有党风廉政建设组织领导、选人用
人、作风建设等7个方面共22项。

《责任清单》还对问责进行了硬
性规定，强调责任考核，严格责任追
究，构建起权责对等、责任清晰、问
责严厉的责任落实体系，做到主体责
任明晰化、监督责任具体化、保障措
施规范化，使党风廉政建设人人有
责、人人担责、人人尽责，进一步夯
实了“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何 骁）

【内蒙古化德县法院】

六项措施全力保障“第一要务”
本报讯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化

德县人民法院密集出台六项措施，强
化管理，狠抓落实，全力保障执法办
案第一要务。

该院的六项措施包括：做好统
计分析汇总，及时发现问题，剖析
原因，制定清理积案工作计划，集
中一切办案力量化解纠纷，坚决杜
绝有案不办、久拖不决等问题的发
生；暂停安排法官参加办案以外的
会议、调研、出差、培训等工作，

确保一线办案法官集中时间和精力投
入办案工作；继续推行院庭长办案责
任制，示范引领全院形成开模范庭、
办公正案的良好氛围；继续推进繁简
分流，加大小额诉讼、简易程序、速
裁程序的合理合法应用，切实提高审
执效率；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严格
裁判标准，推动提升审判质效；切实
增强对审判执行业务部门和一线办案
人员的服务、保障。

（吕晓霞）

【重庆忠县法院】

建章立制促行政首长出庭应诉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行政诉讼

法相关规定，切实提高行政机关负责
人出庭应诉意识，日前，重庆市忠县
人民法院创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通知书》，督促行政首长出庭应诉。

《通知书》要求行政机关正职负责
人原则上必须出庭应诉，确因特殊情
况不能出庭应诉的，经法院准许，可以
委托他人出庭应诉。行政机关正职负

责人或副职负责人确因特殊情况不能
出庭应诉的，行政机关应在法庭审理
三日前向人民法院出具书面说明。行
政机关正职负责人或副职负责人均没
有出庭应诉，行政机关又不出具书面
说明的，该院将依法作出司法建议，报
送县政府法制办等相关部门备案，作
为对全县行政机关年度相关工作目标
考核参考依据。 （刘 霞 李 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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