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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安联手攻坚“骨头案”
——辽宁大连甘井子区法院擒“老赖”促执行纪实

本报记者 王军忠

日前，被执行人卢松被公安人员押
送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在面临司法拘留和追究拒执罪的强大
压力下，他将其应承担的执行款近39万
元缴到法院账户，从而使这起历时三年
之久的信访执行积案取得重大突破。
申请执行人董桂花得到消息后，连连向
执行法官表示感谢，并对法院执行工作
给予高度评价。

儿子因工死亡 赔偿未能落实

申请执行人董桂花、梁大海的儿子
梁华原系大连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
业务员，2009 年 11 月外出联系业务时
因交通事故死亡。2013年 5月 17日，大
连市甘井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裁决被执行人大连某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支付申请人董桂花、梁大海之子梁
华的工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共计近
52 万元，并自 2009 年 12 月起支付供养

两名申请人抚恤金每人每月各 390 元，
至法定情形消失之日止。

裁定生效后，被执行人没有履行。
2013 年 6 月 13 日，董桂花、梁大海向甘
井子区法院申请执行，但经法院多方查
询，均未查询到被执行人大连某机电设
备有限公司可供执行财产，执行工作一
时陷入僵局，董桂花由此也成了上访

“老户”。

锲而不舍 多渠道挖掘执行线索

甘井子区法院执行局领导一直高度
重视该案的执行工作，引导执行人员转
变工作思路，多渠道深入挖掘执行线
索。案件转到执行法官李书印手里后，
李书印立即到工商、银行等部门就公司
的发起人是否存在注册资金不实、抽逃
注册资金现象进行了深入细致地查询，
从而发现公司发起人卢松、卢山、卢清分
别存在抽逃注册资金 40万元、30万元、

30万元的事实，并调取了大量的证据材
料。

在此基础上，甘井子区法院于 2014
年 2月 13日裁定，追加卢松、卢山、卢清
为本案的被执行人，上述 3人分别在抽
逃注册资金 40万元、30万元、30万元的
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在该裁
定送达被执行人卢松、卢山、卢清后，3
人从此便“泥牛入海”。

尽管被执行人与法院长期玩“躲猫
猫”的游戏，但丝毫没有阻止执行法官对
其财产进行深度查询的脚步。执行法官
在“四查”基础上，扣划到被执行人卢松
银行存款近 2万元，并分别查封了卢松
名下的3处房产及3台车辆，卢山名下的
1处房产及1台车辆。2016年11月9日，
甘井子区法院委托有关部门对卢松位于
甘井子区花锦园、卢山位于甘井子区辛
俯园各一处房产进行评估，准备拍卖，但
卢松、卢山拒不配合，致使评估人员无法

进入屋内进行评估。

公安出手相助 “老赖”束手就擒

在案件执行“阻力山大”的情况
下，走马上任甘井子区法院院长不久的
温连生在听取了该案执行情况的汇报
后，指示执行局及执行法官立即将该案
移送到甘井子区公安分局，依法追究被
执行人涉嫌拒执犯罪的法律责任。执行
法官将该案移送至该区公安分局以后，
温连生又及时到该公安分局与其主要领
导沟通协调，请求公安机关协助查找被
执行人，并依法对被执行人以涉嫌拒执
犯罪进行立案侦查。

在法院、公安双方主要领导的力促
下，甘井子区公安分局迅速出击，成功查
找到卢松的藏匿住所，并将其带到甘井
子区法院，执行法官终于见到了这个执
行 3年从未谋面的“老赖”，立即责令卢
松及时履行义务，并严肃告知如继续拒
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将面临
的法律后果。在强大攻势下，卢松终于
放弃了幻想，履行了其应当履行的义务。

“现在，公安机关正积极配合法院寻
找另两名被执行人的行踪，执行法官将
倾注全力，力争早日将该案全部执结。”
李书印表示。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扫描二维码关注“我最喜爱的
好法官”推选活动专题页面

上海二中院立案庭审判长乔蓓华——

蓓开庭上气自华

乔蓓华 女，汉族，1969年10
月出生，大学本科，中共党员，现任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审
判长。

本组稿件由白龙飞编辑整理

人民法官应当为人民服务。法
官只有时刻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去考
虑问题，最大限度维护百姓的权
益，才能无愧于法官称号。“发乎
于心，践之于行，就没有办不好的
案件。”乔蓓华平常是这样说的，
更是这样做的。

老曹是一名退伍军人，20 多
年前所在部队企业整体划归地方。
1993 年，该企业上海分公司又被
收购，当时老曹恰逢被借调在外。
2013 年，老曹要办退休手续，找
到这家公司时，发现档案找不到
了，退休手续办理不了，养老保险
和医疗保险也没有着落。奋斗了一
辈子，退休后的生活反而没有了保
障，一筹莫展的老曹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原单位为其恢复待遇，但
由于证据不足一审败诉。

无奈，老曹来到上海二中院，
近 60 岁的老曹拿着起诉书，向法
官哭诉：“如果中院还不能解决我
的问题，我只能以死来抗争了！”
承办法官看了卷宗后，觉得一审没
什么问题，准备驳回老曹上诉。但
乔蓓华反复阅看卷宗后，觉得老
曹原来是个军人，为国家奉献了
青春，社会不能让军人流汗、流
血，到老了还要流泪。虽然他怠
于行使权利造成现在的被动局
面，但法院不能简单地一驳了
事，再难，也要想办法帮他解决
实际困难。

接下案件容易，但解决问题之
路漫长而艰辛。庭后，乔蓓华耐心
分析案情，哪些地方需要证据，争
取退休后的养老保险还需要哪些材

料。乔蓓华将心比心的劝解，浅显
易懂的道理老曹渐渐听进去了，情
绪也稳定了。紧接着，乔蓓华开始
查找老曹的档案。通过翻阅大量的
资料，找到了老曹原工作单位的上
级主管部门。经过多次长途电话沟
通，这家单位终于答应为老曹出一
笔费用，让老曹以个人名义缴纳养
老保险，但是要求老曹撤诉。经过
合议庭的努力，老曹决定接受公司
提议，但坚持要先协商细节。在两
个月的时间里，乔蓓华不厌其烦地
接打双方电话，反复说理、调和。
她的真诚打动了这家单位，单位领
导答应来上海，当面敲定相关细
节。

没想到，调解现场又出现了
波折。老曹的代理律师是一名刚
入行的年轻人，一见对方代理人
就是一通批评质问。对方顿时暴
跳如雷，当场就要走人。乔蓓华
果断阻止说：“我们今天到底是为
了解决问题还是来指责对方的？
如果你们双方不想解决问题，我
替你们干着急也没有用。”声色严
厉，一下子把双方拉回到谈判
桌。乔蓓华再从案件的要件事实
和法律适用进行大量的说理分
析，最终双方达成和解，不仅解
决了老曹的问题，还让老曹与僵
持了多年的单位冰释前嫌。

乔蓓华进入法院 25 年来，受
理像老曹这样的案件举不胜举。她
用对党的忠诚、对法律的信仰、对
百姓的热爱，办理了 4000 余件案
件，无一差错。自 2011 年起，乔
蓓华还在媒体创办“乔法官说法”
专栏，到现在累计200余期，有20
余万的固定读者群，产生了广泛的
社会影响。

蓓开庭上气自华。25 年来，
乔蓓华专注在三尺审判台上，执
着、奉献、梦想、信仰都在这里绽
放。

乔蓓华同志长期奋战在审判
第一线，二十五年如一日，始终
牢记党的宗旨，坚守“廉洁、严
谨、务实、奉献”的工作信条，
专业素质精湛，工作作风优良，
出色地完成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各
项工作。她注重劳动争议处置的
社会效果，在媒体开设“乔法官
说法”专栏六年多，连载200余
期，固定读者20余万；她注重
调查与研究，积极提出司法建
议，督促企业规范管理，经常
走访政府及企事业单位，了解
职工和企业双方的诉求，寻求
缓解行业内群体矛盾的有效机
制；她在审判工作中认真细致，

释法明理促调解，定分止争。乔
蓓华同志以其对党的忠诚、对法
律的信仰、对百姓的热爱、对工
作的热忱，赢得了群众的认可与
赞誉。

乔蓓华同志曾两次荣立个人
一等功，先后被授予“上海市三
八红旗手”“上海市平安英雄”

“上海政法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全国法院
党建工作先进个人”等多项称
号，2017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
授予“全国优秀法官”荣誉称
号。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推荐词

““法行基层法行基层””好新闻竞赛好新闻竞赛

愈透明愈公信
——江西景德镇中院司法为民工作纪实

杨 武 饶 赟 胡希权

为严厉打击拒执犯罪，河南省沁
阳市人民法院于 3 月 20 日凌晨出动
10 辆警车、40 余名执行干警，兵分
两路，对居住在崇义镇、王召乡、柏
香镇、西万镇、紫陵镇等 9 个乡镇，
长期躲避执行、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的
20 余名被执行人及其住所依法采取
了拘留、搜查等强制执行措施。

此次集中执行会战活动是沁阳法
院今年执行攻坚第一战役开展以来，
第八次进行的夜间执行活动，主要执
行追索劳动报酬、赡养费、抚养费、医
疗损害赔偿、交通事故、人身损害、工
伤赔偿等涉民生案件，以及社会、媒体
关注的案件和涉及金融部门案件。

当天，该院共对7名被执行人的
住所进行了搜查，搜查出现金 6500
余元、存折 8张、信用卡 7张、各种

保险保单 10 多份，16 名被执行人被
带回法院。其中，7名被执行人因拒
绝履行法院判决被依法拘留，执结
案件9件。

据介绍，沁阳法院除在日常办案
中强化执行涉民生案件外，每月都利
用周六、周日和节假日开展涉民生案
件的集中执行工作，帮助生活困难当
事人渡过难关，解决他们的生活所
需，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图①：法警踩着梯子上房寻找被
执行人。

图②：凌晨1点左右，一名被执
行人被带回法院。

图③：法官在被执行人家中搜查
出现金、存折等物品。

图④：被执行人家属来交执行款。

首批全国司法公开示范法院，公
众满意度连续两年位列江西省设区市
中院第一，新浪法院频道组织的
2016 年庭审直播评 选 活 动 中 荣 获

“最有影响力奖”……近年来，江
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不断创
新司法公开举措，拓宽司法公开渠
道，司法公信力和人民群众满意度
不断提升。

打造平台促进司法开放透明

“现在拿着手机就可以看庭审直
播了，真方便，为景德镇中院点个
赞。”网友“钥匙杯”在庭审直播平
台下方留言。

庭审直播公开是推进司法公开平
台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按照“直播
为常态，不直播为例外”的原则，景
德镇中院对能够公开审理的案件都进
行直播。2016年9月27日，中国庭审
公开网开通，全市法院当天全部完成
接入工作。2016年9月31日，景德镇
中院首次直播一场商标侵权及不正当
竞争案庭审，超过 3 万人在线观看。
今年 2 月底，新浪直播后台统计显
示，全市法院庭审网络直播、点播观
看人数超过400万，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宣传效果。

走进景德镇中院的审判大楼大
厅，可以看到墙面上有两块视频显示
屏，通过同步视频传输技术，方便来
院群众同步观看庭审活动。对于依法
应当公开审理的案件，景德镇中院一
律进行公开审理，最大限度方便当事

人亲属、媒体记者和公众旁听。对影
响重大、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案件，积
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各
界人士旁听庭审，以确保庭审的公
开、公正和透明。

景德镇中院推进网上办案后，不
仅进一步规范了司法行为，全面实现
了案件的网上流转以及全程留痕，还
强化了审判管理工作，积极促进了审
判流程公开。在景德镇中院的诉讼服
务大厅，配设了电脑触摸屏、电子显
示屏，覆盖了免费无线WiFi，公布了
诉讼服务网二维码，建立了全方位的
案件信息自助查询系统，当事人拿起
手机便可自行查询案件进展情况。

“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司
法工作应更加开放透明。景德镇中院
积极搭建新媒体平台，充分应用现代
科学技术，积极构建开放、动态、透
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打造“法
院+新媒体”的工作格局，自2016年
建立景德镇中院微信公众号“瓷都审
判”以来，紧接着又建成江西省法院
系统第一个“今日头条”新闻客户
端，新媒体平台不断拓展。 2016
年，景德镇市两级法院集体入驻新闻
客户端，与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同
步建设，形成了“两微一端”的新媒
体格局。

“司法公开是保障司法公正的法
宝，自觉增强公开就是把权力关进
制度的笼子，就是对群众权益的最
好保护，就是对执法人员的关心爱
护。”景德镇中院院长邹中华如是
说。

严惩拒执树立司法公信权威

“不要动，我们是法院执行局。”
2016年12月5日凌晨5时许，森林公园
附近某房屋内，“老赖”黄某怎么也没
想到，在这个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的时
间，门外昌江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干警
找上了门。

2015年 11月 18日，黄某向朋友袁
女士借款 11.5 万元，后一直未还钱。
2016年8月，黄某被法院传唤，先声称
还钱后却又再度消失。昌江区法院执行
局执行人员蹲守了半个多月，终于找到
了黄某的出行规律，实施抓捕，让这位

“老赖”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2016 年，景德镇市两级法院通过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共发布失信被执行人
信息 764 人次，通过开展“夏日风暴”

“秋季行动”“冬日融冰”等专项活动，
进一步清理了执行积案。

在景德镇市的繁华路段浙江路可以
看到，景德镇中院启动悬赏执行机制，
在车站、商场、酒店等人流密集的公共
场所，运用 LED 显示屏滚动播出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挤压失信被执行人的生
存空间。截至 2016年 12月底，公布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 2235 人次，移送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犯罪 5件 5人，有力维
护了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

多元化解实现司法和谐亲民

“把你带了二十年，你要拿这个钱
可以，那我们就来算算账，真正算起来

你这个钱还少了！”“带了你二十年，还
要供你读书，难道我们连一点补偿都不
能得到吗？”……

这是由一场30万元彩礼引发的纠纷，
这场纠纷一度将养女和养父母之间二十
多年的温情撕扯到了崩溃的边缘。

小雯和晓峰恋爱多年，已经到了谈
婚论嫁的年龄，可是小雯的养父养母却
提出索要 30 万元的彩礼。原本并不富
裕的晓峰想方设法凑了 30 万元的现金
送到了小雯养母手中，本以为得到了小
雯家人的认可，可是当小雯找养母要一
些彩礼钱准备筹备婚礼时，得到的答复
却是“我没有拿，钱都在你哥哥、嫂子那
儿”，由此引发了上面的争论。最终，小
雯一纸诉状递到乐平市人民法院，将哥
哥、嫂子告上了法庭。

承办该案的马法官让原、被告双方坐
下来，面对面地进行协商，用一种温和的
方式解决了纠纷。马法官认为，即使原告
胜诉，得到了物质赔偿，但是很多情感上
的东西是挽不回来的，只有前期去做更多
的调解工作，让双方心平气和地把事情解
决了，这才是民事调解的目标。

近年来，景德镇中院大力推进司法
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商事调
解、行业调解的互联互动，深度融合，
不断完善“党委领导、各方参与、优势
互补、合力调处”的多元解纷格局；运
用和谐、灵活的办案方式，力求通过更
具公开性、亲和性的调解、和解、协调
等手段，在充分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基
础上引导争议各方平等协商，互谅互
让，化解纠纷，增强司法裁判的可接受
度和公信力。

①①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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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经最高人民法院院领导和
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批准，民商事专业委员会研究将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与中国民法学研究会联合举办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民商事专业委员
会 2017 年年会暨“民法总则与民商事审判”论坛。现诚向各级人民法
院、社会各界人士、各高校以及科研机构等法律工作者征文。

一、征文范围：
1.《民法总则》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
2.《民法总则》司法适用的若干问题；
3.《民法总则》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
4.《民法总则》与民事审判；
5.《民法总则》与商事审判；
6.《民法总则》与各分则关系——司法视角。
（所投文章字数4000—6000字）。
二、投稿方式与截止日期：
请您将文章于2017年4月5日之前发送到msszywyh@126.com （按照

中国法学编辑模板，注明姓名、单位、地址、联系方式），会务组将组织
专家评议文章，择优结集出版，于2017年4月7日前通知入选结果，并邀
请优秀论文作者作为代表参会交流。所有投稿一律不退。

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民商事专业委员会
2017年3月10日

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民商事专业委员会
“民法总则与民商事审判”论坛征文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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