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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整合执行力量 规范执行行为
本报记者 闫继勇 本报通讯员 张玉杰 刘雪丽

执行难题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能否解决执行难题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司法
公信力。作为全省司法改革试点法院，近年来，山东省淄博市两级法院面临案件激增的压力，充分发扬
改革精神，创新工作思路，优化工作机制，利用信息化手段，整合执行力量，规范执行行为，全力提升
执行效能。

信息化执行公开高效

执行信访案件一直是困扰法院的
一个难题，淄博法院曾为此投入大量
人力、物力和精力，但受到部分当事
人“信访不信法”、执行信访救济途
径混乱等因素的影响，收效甚微。为
此，淄博中院积极转变涉执信访工作
理念，增强用法治思维处理涉执信访
问题的自觉性，不断探索以执行案件
形式取代执行信访的机制，将涉执信
访案件全部纳入流程管理系统，使之
进入法治化解决轨道，并取得了显著
成效。2016年 1至 6月，淄博中院共
受理执行异议案件 110件，执行复议
案件55件，执行监督案件135件；而
执行信访案件仅有 49 件，赴省进京
信访案件仅10件。

经过反复研究修改，淄博法院出
台了《执行争议解决指南》和《执行
信访处理规程》 两个重要文件，踏
出解决执行信访关键性的一步。这
两个文件明确了各类执行争议应当
选择适用的案件类型和解决途径，
将执行信访分类导入执行异议、执
行复议、监督执行等执行案件程序
中。和多数法院一样，淄博法院安
排了执行局全体干警每天轮流接
访；重大会议期间及节假日前，由
执行局领导轮流值班接访。接访
时，由接访干警填写 《执行信访案
件登记表》，根据反映情况，告知信
访人根据立案标准直接到立案大厅
立案；而对信访人反映的执行干警
工作作风问题或其他不能通过执行

案件程序解决的问题，则由执行局统
一登记，输入涉执信访电子数据库，
并建立纸质卷宗。

同时，淄博法院在受理执行案
件之初，就为执行信访打好了预防
针。在执行实施案件立案、执行实
施开始环节，法院就把 《执行争议
解决指南》 作为案件受理通知书和
执行通知书“附件”送达各方当事
人，明确告知在执行过程中如果发
生执行争议，当事人、利害关系
人、案外人可以根据该 《指南》 及
相应立案标准到法院立案，避免盲
目进入信访渠道。为进一步普及该
做法和影响力，该院又将两个文件
在官方网站、官方微博上予以公
布，引导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案
外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执行争议。

执行信访被分门别类纳入案件流
程后，案件承办人需登录流程管理系
统，详细填写案件各节点信息，并通
过系统同步向申请人发送提示短信，
当事人可以第一时间获知工作进度，
对案件处理进行有效监督。流程化的
管理下，案件结案必须严格按照执行
异议、执行复议、执行监督等结案方
式和结案条件进行，执行信访案件以
信访化解和认定为无理访为结案标
准，承办人认为属于无理访的，依次
提交合议庭、审委会研究决定，依照
退出机制处理，有效解决了以往执行
信访处理随意性大，管理监督不到位
的问题。

一名略带疲态的男人匆匆赶来桓
台县人民法院，表示要主动偿还债
务，希望法院把他从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上撤下来。原来，该男子为躲避债
务，逃到云南打工，想要回家时却发
现无法购买飞机票，只好通过火车与
汽车一路换乘回来，令他疲惫不堪。

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公布和查询平台开通以来，淄博法院
依法及时将符合条件的被执行人列入
失信名单。根据淄博市实际情况，淄
博中院向 5000 家以上企业发送提示性
致函，提醒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注意查
询对方信用情况；同时，企业自身也
要诚信守法经营，自觉履行法院判决
裁定。为扩大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影响
力，淄博中院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
向社会通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和典型
案例；淄川区人民法院与鲁中晨报、
鲁中网等媒体合作，定期公布失信名
单；周村区人民法院则充分运用自媒
体传播优势，在微博、微信上公布失
信名单，还同银行、建委、铁路、公
安等部门加强信息共享和联动，共同
推动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体系建
设，敦促“老赖”们自觉履行义务。

执行指挥中心投入使用后，上下
级法院之间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的形式
调度部署工作，协调处理案件，互联
互通目标迅速实现。同时，统筹执行
人员数量和工作需要，统一配备执法

记录仪后，执法现场的时间、地理位
置、声音、图像等大量信息可以直接
传送到指挥中心，执行指挥人员远程
指挥行动，提高执法现场安全系数的
同时，也加强了对执行人员规范执法
的监督。官方网站上，执行指挥中心
电话被放在显眼位置，申请执行人发
现被执行人或财产线索后，可以联系
执行员，也可以拨打执行指挥中心电
话，确保指挥中心第一时间掌握被执
行人相关线索，最大限度实现当事人
合法权益。

2016 年 6 月 21 日，淄博中院邀请
工程师对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
进行专题培训，该系统集案件管理、
银行查控、身份信息验证、失信被执
行人信息管理等多功能于一体。淄博
中院和两家基层法院被确定为试点法
院，率先推广使用这一系统，实现了
执行案件网上办案、网上公开、网上
监督，案件执行步入立体化节点监控
时代。7月 1日以后的执行案件都被纳
入该系统中，执行人员只需要登录系
统，就可以凭借协查通知获取被执行
人的银行账户信息，大大节省了执行
时间，提高了执行效率。同时，淄博
法院积极与土地、房管、证券等部门
沟通、协调，将被执行人的房地产、
车辆、证券等财产状况牢牢掌握在手
中。信息化成为淄博法院执行法官的
贴心助手。

警务化执行专业规范
为了切实提升执行效率，实现效

益最大化，淄博法院率先从优化资源
配置、完善执行机制入手，积极探索
推行执行警务化改革，将司法警察纳
入执行团队，实行强制执行与警务工
作对接，实现执行队伍与司法警察队
伍的强强联合。2016年 1至 6月，全
市法院共执结各类案件 11508件，同
比上升84.78%。

据了解，执行小组是执行队伍中
的最小单位，由一名执行员和一名司
法警察组成，负责日常执行活动。遇
到重大执行活动，则统一调度指挥，
形成合力。按照“小团队灵活、大团
队总攻”的原则，“新老分类”“多组
配合”的团队执行模式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淄博中院执行局局长王
秀琴评价：“团队执行模式改变了以
往执行工作单打独斗的局面，办案人
员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工作
自然干得好。”同时，法警与执行法
官搭档办案，互助互学，充分融合，
产生良好的组合效应，案件效率和办
案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为进一步提升执行警务化工作水

平，淄博法院高度重视执行队伍建
设，邀请资深执行法官为团队授课，
不断熟悉执行流程，掌握执行工作
技巧，实现法警理论知识和执行实
务的有效衔接。为确保实效，定期
对警务化执行队伍的业务能力和体
能技能进行培训和考核。2016 年 5
月，淄博法院组织开展了全市法院
司法警察大培训活动，全市法院两
级警队司法警察 341 人，接受了技
能动作、执法规范等方面的全方位
培训，为执行团队的高效运行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刚刚参加完凌晨的“执行利剑行
动”，桓台县人民法院法警大队大队
长便向记者介绍起了他的“家当”：
执法记录仪、网枪、破拆器、防弹背
心等现代化警用装备一应俱全；拥有
专门的执行约谈室和临时羁押室；多
功能执行指挥车内还设有操作台、关
押区、办公桌等装备，操作台集照
相、摄像多功能为一体，执行现场证
据采集无死角，并且与执行指挥中心
实现了数据信息共享，确保了强制执
行的规范和安全。

为进一步加大对抗拒执行、规避执
行行为的惩戒力度，淄博中院组织全市
法院集中开展强制执行行动。该行动以
拘留、搜查、追究“拒执罪”等作为新
的常态手段，行动力度之强从“飓风行
动”“利剑行动”等行动名称中可见一
斑。

2015 年 8 月 20 日至 9 月 30 日，淄
博中院组织全市法院开展首次集中强制
执行月活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共拘留
357人，搜查 141次，罚款 11人，公布
失信被执行人 4201 人，执结案件 524
件，执结标的额 5501.1 万元。2016 年
春节，全市法院又针对涉民生案件再次
开展“飓风行动”，这次行动共拘留
124人，搜查26人，公布失信被执行人
909 人，执结案件 925 件，执行到位标
的额2951.92万元。

淄博中院执行二庭庭长张洪胜介绍
说：“每一次集中强制执行行动我们都
制定了精确的实施方案和进度表，对各
个环节进行周密部署安排。”行动中，
法院建立起了拒执行为的发现机制、成
案机制、移送跟踪机制和考核机制，经
过对未结执行案件排查摸底，在掌握案
件线索后登记造册，通过多方面多渠道
搜集固定证据，并逐案制定执行方案，

责任到人，限期完成。这种统一指挥、
统一协调、统一管理、统一行动模式使
得集中强制执行“飓风行动”充满战斗
力，执行成效也非常可观。

有了全市集中强制执行行动的经
验，各基层法院也根据自身实际，通过
凌晨执行、周末执行、假期执行等方
式，集中执结了一大批“骨头案”“钉
子案”。这一系列行动的背后体现了执
行工作理念从“协商”向“强制”的转
变，执行工作方式从“个体”向“团
队”的转变。而执行团队的外延正在不
断扩展，除法警和执行员外，宣传部门
也是一股重要力量。通过电视、报刊、
网络、微博、微信等各种平台，法院对
集中行动进行了大量报道，在惩治“老
赖”的强大舆论氛围下，许多被执行人
主动到法院履行义务。从某种意义上
讲，执行团队中还包括了新闻媒体、
金融机构、工商、出入境管理等多个
部门。例如利用网络执行查控系统，
被执行人存款情况在 24 小时内就可以
实现快速查询；每批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可以通过报刊、电视、微信、微博
等新闻媒体快速曝光……执行团队正
是因为拥有强大的合力才产生了强大
的威慑力。

专项行动部署周密

执行信访标本兼治

盛方奇 制图

信息化执行公开高效

利用新闻发布会、纸媒、网媒等多种信息化传播手
段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利用执法记录仪、执行案件流
程信息管理系统等信息化技术开展执行工作，实现执行案
件网上办案、网上公开、网上监督，同时提高了执行效
率

警务化执行专业规范

积极探索推行执行警务化改革，将司法警察纳入执
行团队，实现执行队伍与司法警察队伍的强强联合

高度重视执行队伍建设，加强对警务化执行队伍的
业务能力和体能技能培训和考核

2016年1至6月，淄博市法院共执结各类案件11508
件，同比上升84.78%

专项行动部署周密

由淄博中院组织全市法院集中开展“飓风行动”“利
剑行动”等强制执行行动，各基层法院进而根据自身实际
开展凌晨执行、周末执行、假期执行等多种形式的执行
活动，集中执结了一大批“骨头案”“钉子案”，成效可观

执行信访标本兼治

出台《执行争议解决指南》和《执行信访处理
规程》，明确了各类执行争议应当选择适用的案件类型和
解决途径，将执行信访分类导入执行案件程序中

陈剑虹（男，汉族，1977年10月18日出生，身份证件号：
G47367333，原住福建省长乐市古槐镇昆石村革礼里108号，
现住西班牙巴塞罗那，现下落不明）：本院受理林秀芝诉陈剑虹
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
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古槐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长乐市人民法院
林文琛、刘宏善：本院受理原告方治洪与被告林文琛、刘宏

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被告林文琛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经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维持原裁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

李耀、徐义斌：本院受理原告韦尾俤与被告福建新农兴生物
工程科技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职权追加你们为
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
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
材料、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8时30分
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光泽县人民法院
郭振培：本院受理杨国正诉郭振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 15日。并定于 2016年 10月 25日上午 9时在本院下洋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永春县人民法院

赵楚、陈旭阳、李丽琼：本院受理原告许景忠与被告赵楚、陈
旭阳、李丽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证据副
本及本院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八时三十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
刘亚男、任建国、辽阳县泰旺达矿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

诉人陈鹏与被上诉人贾增启、刘亚男、任建国、辽阳县泰旺达矿
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辽 10民终 792号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建国、任小艳：本院受理上诉人田小玲诉你们、武福亮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个工作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马小春、莫康生：本院受理上诉人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被上诉人浙江庄吉船业有限公司、温州庄吉集团工业园
区有限公司、庄吉集团有限公司、马小春、莫康生、郑元忠金融不
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案号：（2016）浙 03民终 2727号】，因你们
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满60天即视为送
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开庭时间定于2016年10月25
日9时，地点本院第2法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马小春、莫康生：本院受理上诉人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被上诉人浙江庄吉船业有限公司、马小春、莫康生、郑元
忠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两案【案号：（2016）浙03民终2728号、
（2016）浙03民终2729号】，因你们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等诉讼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满 60天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0 日。开庭时间定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 14 时，地点本院第 2 法
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马小春、莫康生：本院受理上诉人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被上诉人浙江庄吉船业有限公司、温州庄吉集团工业园
区有限公司、庄吉集团有限公司、马小春、莫康生、郑元忠金融不
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案号：（2016）浙 03民终 2730号】，因你们
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满60天即视为送
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开庭时间定于2016年10月25
日9时，地点本院第2法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泰州国铖建材有限公司、董大春、张德琼、江爱凤：本院受

理江苏泰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凰园支行诉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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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整（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路定娟、熊化良：本院受理江苏彭祖保健品有限公司诉你们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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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整（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薛芳：本院受理的（2016）苏 0981 民初 988 号原告吴卫东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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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东台市人民法院
代毅、郑小花、成都市锦江区银泰百合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2016）川 0105民初 1607号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何鹏、何芬、成都市锦江区银泰百合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2016）川 0105民初 1749号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
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陈先平、刘秀容、成都市锦江区银泰百合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2016）川0105民初1753号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侯金利、赵月芳：本院受理原告靖边县国宏典当有限公司诉
你方典当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陕西]靖边县人民法院

深圳市艾迪蒙电子有限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
及负有配合破产清算义务的人员：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
年11月26日裁定受理了深圳市艾迪蒙电子有限公司（下称“债

务人”）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深圳市理恪德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
管理人。根据企业破产法及其相关法律规定，债务人的股东、法定
代表人、董事、监事及有关人员应当履行妥善保管所占有和管理的
财产、印章和账簿、重要文书等资料的义务，并依法配合管理人接
管和破产清算工作。请债务人的以上有关人员于公告之日起15日
内依法向管理人移交与债务人相关的全部财产、公章、账册及相关
文件资料（移交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5022号联合广场A座
4701；联 系 人 ：任 燕 玲 ； 电 话 ：0755- 82940081；传 真 ：0755-
82901311）。如不提交前述有关材料或者不提交全部材料，影响破
产清算进行的，债务人的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及负有配合
破产清算义务的人员将有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深圳市艾迪蒙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2016）粤03民破145号深圳

市博亚迪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深圳市金大安清算
事务有限公司为管理人。深圳市博亚迪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股东、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应于公告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管理人移交其占有和管理的公司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
资料，配合管理人完成清算事宜。如怠于履行义务导致无法进行清
算，相关清算义务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管理人联系人：
叶慧雯，0755－83454606，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北路永通大厦 12 楼
B。 深圳市博亚迪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O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催收函 武汉大润发江汉超市发展有限公司：根据我行与肇
庆伊莉丝家纺用品有限公司(下称“伊莉丝公司”)2013年11月签订
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及向贵司发送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
伊莉丝公司已将对贵司的应收账款以及就该部分应收账款所享有
的权利全部转让给我行。目前，贵司仍欠应收账款余款人民币 1,
039,076.07元未支付。请贵司支付所欠伊莉丝公司的剩余应收账
款给我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催收函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根据我行与肇庆伊莉丝家纺用品有限
公司(下称“伊莉丝公司”)2013年11月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及向贵
司发送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伊莉丝公司已将对贵司的应收账款以
及就该部分应收账款所享有的权利全部转让给我行。目前，贵司仍欠应
收账款余款人民币9,897,495.72元未支付。请贵司支付所欠伊莉丝公司
的剩余应收账款给我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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