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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基本解决
执行难这场硬仗

百都法庭：边境线上护平安
林荣先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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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巡回途中。
图②：现场开庭。
图③：庭后调解。

一组溜索办案的照片，竟意外地让
法庭的几个年轻人成了“网红”。

虽然已多次接受过媒体的采访，重
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第三人民法庭庭长
程政清仍然显得十分腼腆，有时候声音
甚至低得听不见：“山区交通不便，坐
溜索对这里的老百姓来说很平常，我们
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办案需要坐就
坐了。”

1981 年出生的程政清，已经是庭
里的“老人”了，其他四名干警均是

“85后”，其中还有一名“90后”。
“巫山与天近，烟景长青荧。”法庭

辖区有5个乡镇，位于渝鄂边界巫山山
脉和七曜山山脉连接带，海拔从200多
米到 2100 多米，山大坡陡、谷深路
遥、气候多变，海拔高的地方一年有三
分之一的时间在下雪。

这寂寞的大山深处，正是这群年轻
人“燃烧”青春的所在。

一条溜索见证十年“为
民”情

6 月 7 日上午，记者前往溜索现
场，一路上，因为前几日的大雨，有几
处山体滑坡，几乎阻断了道路。

在兴隆镇回龙村六社，雨后的九盘
河水湍急汹涌，只见一条钢索横跨河两
岸，河边一棵大树，已经被钢索嵌出了
一条深深的印痕。

河对岸是一个土火纸作坊，溜索过
河，作坊主人李世林在笑吟吟地迎接记
者一行。土火纸是当地的一种传统工艺
制品，主要用于祭祀，已经被列入重庆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土火纸的第四
代传人，李世林一辈子都在经营这个作
坊。10 年前，他自费修建了这条溜

索。因为一些货款纠纷，他和法庭打上
了交道，法官们也正是在这里第一次坐
上了溜索。

“他们很好。”憨厚的李世林不善言
辞，关于法官，他只是一个劲地说着一
个“好”字。据邻居介绍，几起纠纷，
法官们都处理得很圆满，而且还经常帮
李世林对合同进行把关，以防再起纠纷
的时候可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回龙村村民李高强也住在河对岸，
这两年，他养的冷水鱼销路很好，但一
些客户经常拖欠货款，让他很是烦恼。

每当这个时候，他就想起了法庭的
李明航法官，一个电话，李明航就和书
记员王威一道，溜索过九盘河，来帮李
高强“出谋划策”。

不过要搁以前，“出谋划策”可没

这么容易，因为李明航是陕西人，刚到
法庭的时候，最头疼的就是听不懂当地
老百姓的方言，更别说把法律术语用当
地话表达出来了。所以有一阵子，李明
航一直在刻苦地学习奉节话。“现在别
人说啥子已经麻 （难） 不到我了。”李
明航得意地笑着说。

坐溜索晃晃悠悠，看似很危险，其
实安全性很高，法官们心里并不害怕，
最怕的是开车走乡村公路，在法庭的辖
区，很多乡村公路没有护栏，一边是悬
崖，一边是峭壁，山上还经常起大雾，
冬天遇到下雪，道路结冰就更加危险。

“冬天积雪的时候，车在冰雪路面
上行驶跟滑冰一样，坐在车上拉着拉手
不敢放。”回忆起刚到法庭在冬天坐车
下乡办案时的情景，程政清记忆犹新，

现在他和同事们都成了对付冰雪路面的
老手：“不打急弯、不踩急刹、不急加
油，就甩不出去。”

有一年冬天，李明航和王威到长安
乡去巡回审理一起离婚纠纷，庭审结束
已是晚上7点多钟，气温下降到零下5
摄氏度，道路开始结冰，而且大雾弥
漫，能见度不足 10 米。李明航和王威
只好各自把脑袋伸出车窗给司机“导
航”，尽管冻得够呛，但只能用大声喊
话来指挥。尽管如此，仍然出现警车几
次差点侧翻到山沟里的险情，一段不足
10公里的公路，竟行驶了1个多小时，
李明航和王威手心都捏了一把汗。回到
法庭已是晚上 11 点，他们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

“跑一趟山路，报一次平安”，这是
法庭干警与家人不成文的约定。

“泥泞”巡回路 “清
白”公平心

6月7日下午，记者跟随法官来到
龙门村的一户村民家里，在这里巡回审
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

车子经过一段泥泞的山路，在一个
大斜坡边停了下来。路边的烟叶长势喜
人，远处高山上云雾缭绕，宛如仙境，
还不时传来鸟儿清脆的叫声，但程政清
等人却无心欣赏此时的美景，忙着将巡
回审判的专用背包搬下车，撩起裤管往
下走。

斜坡有一公里多路，当事人解诗万
家就在下面的山谷里。路不长，但特别
陡峭，加上雨后土路泥泞不堪，到解诗
万家门口的时候，法官们的鞋子和裤腿
已经沾满了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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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青春不寂寞
——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第三人民法庭青年法官群像

本报记者 罗书臻 陈小康

图为法官坐溜索去办案。 罗书臻 陈小康 摄

据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国务
院日前印发《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
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
信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意
见》）。

《意见》指出，守信联合激励和失
信联合惩戒是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
市场监管体制的重要内容。要进一步加
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信用信
息公开和共享，依法依规运用信用激励
和约束手段，构建政府、社会共同参与
的跨地区、跨部门、跨领域的守信联合

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促进市场
主体依法诚信经营，维护市场正常秩
序，营造诚信社会环境。

《意见》提出，要健全褒扬和激
励诚信行为机制。对诚实守信的市
场主体，探索建立行政审批“绿色
通道”，优先提供公共服务便利，优
化行政监管安排，降低市场交易成
本，并积极向市场和社会推介，引
导各方面提供优惠和便利，使守信
者获得更多机会和实惠，进一步提
高守信收益。

《意见》提出，要健全约束和惩
戒失信行为机制。对严重危害人民
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严重破
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社会正常秩
序，拒不履行法定义务、严重影响
司法和行政机关公信力，拒不履行
国防义务、危害国防利益等严重失
信行为，要依法依规实施行政性、
市场性、行业性、社会性约束和惩
戒措施，大幅提高失信成本。完善
个人信用记录，推动联合惩戒措施
落实到人。

国务院印发《意见》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

构建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

本报讯 （记者 潘 静） 近
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座谈
会，邀请省司法厅、省委农办、省国
资委等 18 个省直部门负责人，就

“人民法院如何更好的贯彻落实五大
发展理念、服务保障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进行座谈。甘肃高院院长梁明远
主持会议并讲话。

据了解，甘肃高院党组对人民法
院如何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服务
保障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深入思
考和调研论证，并起草了《关于贯彻
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为甘肃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征

求意见稿）》。此次专门邀请省直相
关部门负责人进行座谈，重点听取了
各单位、各行业对意见稿的具体修改
意见和建议。

梁明远表示，全省各级法院要提
高认识，增强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
的主动性，紧紧围绕甘肃省“十三
五”规划提出推动经济发展平台和支
撑，找实、找准服务保障的契合点和
着力点，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要聚焦重点，准确把握五大发展
理念的实践要求，对涉及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重大案件，
要优先立案、优先审判、优先执行。

甘肃高院邀请18个省直部门座谈

贯彻五大发展理念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从今天起，我们不谈离婚了。”6 月 7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那坡县百省乡边民罗某接受那坡
县人民法院百都人民法庭调解后表示。

现年54岁的陶某是居住在中越边境线上的
苗族村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与小他10岁的本族
姑娘罗某恋爱后结婚生子，现子女已经成家立
业。今年以来，因家庭琐事闹矛盾，陶某起诉与罗
某离婚。百都法庭受理后，巡回到陶某的住地现
场开庭审理该案。当天，经法官释法说理，耐心地
做双方的思想教育工作，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表

示互谅互让，共创美好生活。
百都法庭地处中越边境线，管辖百都、百省

两个乡，边境线长 133 公里，辖区人口 3.9 万
人，居住有壮、汉、瑶、苗、彝五个少数民族，
社会矛盾比较复杂。该庭坚持把化解社会矛盾、
促进边境民族团结作为己任，积极开展巡回审判
活动。法官们肩扛国徽，沿边境线到壮乡苗寨现
场开庭审理案件，在庭审中以案说法，教育边民
们遵纪守法，为维护边境地区的社会安定和民族
团结作出了积极贡献。

本报讯 （记者 曾 妍）近日，湖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全省各级法院印发
了《〈湖南法院执行工作“九个严禁”〉的
通知》，规定执行人员违反“九个严禁”规
定的，一律调离执行岗位，并将依纪依法
追究责任。

“九个严禁”为：严禁执行人员私自承
办或挑选案件；严禁执行人员为当事人推
荐、介绍律师、代理人，或者当事人及其相

关人员挑选执行人员；严禁执行人员出差
办案与当事人及其相关人员同吃、同住、
同行；严禁执行人员索取或者接受当事人
及其相关人员的请客送礼或报销费用；严
禁执行人员及其家属买受被执行财物；严
禁执行人员以拖延等方式消极执行；严禁

“以执代审”，超越职权作出执行裁定；严
禁执行人员侵吞、截留、挪用、使用、私分
执行款物；严禁泄露执行工作秘密。

湖南高院出台执行工作“九个严禁”

执行人员出差办案不得与当事人同吃同住

本报讯 （记者 刘宝权 通讯员
王建舟 孙 阳）近日，辽宁省沈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基本解决执行难”
动员部署大会，向全市人民庄严承诺：
截至9月30日，新收及旧存执行案件全
部实现查控措施到位、强制措施到位、
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基本执行完毕；
截至 2017 年底，沈阳市两级法院实际
执行率要达到90%，在全省率先基本解
决执行难。

为打赢这场执行攻坚战，沈阳中院
党组书记、院长周维远与沈阳中院执行
局局长及 15 家基层法院院长签订责任
状，立下军令状，完不成上述指标将被
追责。

据介绍，该院紧紧抓住全国法院解
决执行难的有利时机，制定了 《沈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基本解决执行
难”实施办法》《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行工作考评办法 （试行）》 等，确

定了沈阳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时
间表、路线图和操作规范。根据 《实
施办法》，沈阳法院成立了执行委员
会，院党组书记、院长为主任，各分
管院领导为副主任，统一领导协调“基
本解决执行难”工作。

据统计，截至今年6月9日，沈阳市
两级法院通过“金雕查控网”共查询案件
88971 件，发送查询通知 300 万次，网上
冻结案款2835笔，共5.5亿元，网上扣划
1752笔，共1.73亿元，执结案件3543件，
执行金额7.3亿元，限制高消费3122件，
机场控制“老赖”203 人，查询工商机读
档案2063件，查询专利权案件2209件。

沈阳制定“基本解决执行难”路线图
承诺2017年底在全省率先基本解决执行难

本报讯 （记者 贾明会 通讯
员 刘争远 赵合理）近日，陕西省
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全省法院刑事审判
工作专题会议，对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工作作出部署。

陕西高院要求，要深入推进以审
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强化庭审
的中心地位，改变以卷宗为中心的审
理方式，重视庭审举证、质证，定罪
量刑的所有证据都要在庭审中出示，

关键证据必须一证一质，真正做到事
实认定在庭审。要充分保障律师的发
问权、质证权和辩护权，在语言、态
度、行为上尊重律师，不要随意打断
律师发言，保持不偏不倚、居中裁判
的中立形象。要适度增加适用速裁程
序的案件数量，在提高审判效率的同
时，严格遵守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注
重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确保审判
质量。

陕西高院部署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工作

真正做到事实认定在庭审

本报讯 近日，湖北省委常委、
宜昌市委书记黄楚平对宜昌市中级人
民法院制定出台的 《关于依法审理
涉“僵尸企业”案件为全市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提供司法服务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作出批示：
“市中院积极主动促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服务中心大局的态度和措施
值得肯定！”

《意见》提出，全市法院要充分
运用市场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对“僵
尸企业”的司法处置工作，恰当运用
破产重整、破产和解与破产清算等多
种方式，优化资源配置，释放要素活
力，保障各方权益。要进一步加大相
关案件的审理执行力度，妥善审理涉
企类、金融类、破产重整及清算等案
件，充分尊重企业参与兼并重组的意

思自治和诉讼处分权，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明确破产
重整所属的法定情形，对于已经出现
破产原因，但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
政策、仍具发展前景的企业，要努力
促进企业重整成功，帮助企业重返市
场。要依法严厉打击清理处置“僵尸
企业”过程中出现的违法犯罪行为，
净化生产经营及融资环境。

《意见》要求，要通过推动建立
府院联动协调机制、完善破产案件专
业化审判机制、执行部门与审判部门
会商机制、破产管理人管理机制和社
会风险防范机制，加强不同法院、不
同部门、不同程序的衔接与配合，不
断增强依法清理处置“僵尸企业”的
能力和水平。

（李 慧 石志宏）

宜昌中院出台意见服务供给侧改革
黄楚平予以肯定

本报讯 6月8日，海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召开全省法院司法改革阶段性小
结电视电话会议，对海南省法院司法体
制改革 15 个月以来的工作做一个阶段
性小结，以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制定
措施、补齐短板。

海南高院院长董治良指出，以审判
执行效率、审判执行质量和人民群众公
平正义获得感三个评估标准来衡量，通

过一年多来的司法改革实践，海南法官
责任心增强，审判质量效率提升，队伍
人心稳定，人民群众认可，初步达到了
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目标。全体干警要以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强化思想作
风建设，坚定不移落实司法责任制，推
动配套措施尽快落地。要加强审判管
理，促进均衡结案，重视配套改革，共
推改革创新。 （方 茜）

海南高院总结司改经验补齐短板规范终结执行行为 促进执行公正与效率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人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人民法院

终结执行行为提出执行异议期限问题的批复》答记者问

（文见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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