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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密云法院思想建设融入日常
本报讯 （记者 赵 岩 通讯员

相 颖）5月3日上午，北京市密云区人民
法院举办“两学一做·我们的样子”主题分
享活动。此次活动以该院优秀基层党支
部——法警大队党支部为分享主体，全面
展示了密云法院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主体
作用，推动思想政治建设融入日常。

本次分享活动共分为感悟篇、担当
篇和奋进篇三个篇章，感悟篇在全面展
示警队党支部“两学一做”活动历程和亮
点成效的基础上，以讲述身边人、身边事
的方式诠释支部干警对“合格司法警察”
内涵的认识、理解和感悟。担当篇以剖
析心路历程和情景剧《我们的样子》为主
要内容，展现了支部干警对担当的诠释、
对标兵的自我认知和要求。奋进篇以重

温司法警察誓词、合唱《团结就是力量》
为主要内容，凝心聚力，进一步催发不断
向前的原动力。

参与此次活动的北京市人大代表石
晓访表示，密云法院法警大队充满了向
上的活力和正能量，朝气蓬勃，极具感染
力，回去后她会借助更多机会去宣传法
院、宣传司法警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司
法警察的付出和辛苦。

自“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密
云法院法警大队党支部学而思、思而践、
践而悟，以成竹之知、洞察之见，围绕“什
么是合格司法警察”多次开展深度讨论，
在思想上形成了高度共识，并始终把担当
内化为一种责任，细化到干警的党性修为
中，细化到工作细节中，一以贯之。

本报讯 日前，河南省洛阳市吉利
区人民法院出台《执行工作流程管理办
法》，进一步规范执行案件流程管理，
强化对案件登录、执行调查、执行措
施、执行款物收付管理等各个环节的节
点管控，并结合扎实有效的执行举措，
极大地提高了执行质效。

长期以来，该院执行干警采用单兵
作战的工作模式，每个案件的全部工作
都由承办人员一人完成。据悉，实现集

约管理后，被执行人财产查控、执行款物
管理、司法网拍信息登入等均由专人负
责，不同案件间的信息可以共享，节约了
司法成本，提高了执行效率。孟州市某
纸厂申请执行吉利区某纸箱厂 35 万余
元货款的案件，从立案到全部执结完毕，
仅用了 63天。4月 21日，申请执行人给
该院执行干警送来了锦旗：“我真是没想
到案件能这么快就执结，吉利区法院执
行局的效率太高了。” （高 原）

【河南洛阳吉利区法院】

规范执行案件流程管理

本报讯 近日，安徽省合肥市蜀山
区人民法院速裁庭发出省内首个电子支
付令，通过电子督促程序向某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发出支付令，节省了当事人的
时间和精力。

今年 4月 14日，申请人赵某向蜀山
区法院申请支付令，要求被申请人某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给付经营收益款和违约
金共计5万余元。该院经审查认为符合

发送支付令条件后，于 4月 17日以电子
邮件和微信等方式向被申请人发送支付
令、证据材料和风险提示书。考虑到当
事人不了解督促程序，该院专门制作了
风险提示书提醒被申请人。

该院速裁庭庭长表示，相比传统方
式，被申请人不仅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接收
电子支付令，还可通过电子邮箱发送异议
书，从而省去了奔波之苦。 （程 磊）

【安徽合肥蜀山区法院】

全省首发电子支付令

【浙江台州中院】

借力村级换届促执行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员

王先富 朱贤和） 4月27日，温岭村民
彭某来到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执行局，
支付了欠银行的30余万元贷款。此前，彭
某被初步推荐为村里的党支部委员候选
人，在获悉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会被取消参选资格后，他主动来到法院履
行了付款义务。

今年正值“村两委”换届选举之
年，按照台州市委组织部在征求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意见后下发的指导意见，
以及各乡镇街道“村两委”选举实施办

法的要求，因恶意失信行为被列入被执
行人名单、拥有不良征信记录等情况的
候选人将被“一票否决”。

今年 2 月以来，台州市两级法院借
力村级换届选举，大力开展涉村两委清
案专项执行活动。全市法院共排查了
47489 名候选人的执行案件情况，已有
1061名候选人主动缴纳执行款，执毕案
件 1206 件，执行到位 1.06 亿元。在专
项执行活动中，台州法院成立专门资格
审核小组，做好排查工作，严格界定不
宜当选的情形。

利剑出鞘 痛击拒执
——吉林白山两级法院执行攻坚行动全镜头

夏玲灵 曹立新

“白山中院准备就绪，请领导指
示！”“立即行动，出发！”4月 24日
上午 9 时许，随着吉林省白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陈大龙汇报
并接收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一道
指令，白山法院执行攻坚行动拉开
大幕。

截至 4月 28日 17时 30分，全市
两级法院共参战执行人员531人，对
15 名“老赖”实施司法拘留，以涉
嫌拒执罪移送公安机关立案1人，纳
入失信名单自然人 70人、企业 8家，
实际执结案件 51 件，实际执行到位
金额828.38万元……

人性化信息化助推执行
效果

“嘭嘭嘭、嘭嘭嘭”，任凭怎样
敲门，家住靖宇县的被执行人朱某
与执行法官玩起了“躲猫猫”。在社
区工作人员现场见证下，开锁公司

人员强行开锁。见状，屋内的朱某一
屁股坐在地上，声称自己心脏病犯
了。执行法官谨慎应对，拨打了 120
将朱某送往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在
联系上朱某亲属并介绍情况后，该亲
属对法院人性化执法表示理解，并主
动代替朱某履行了还款义务。案结
后，执行法官向医生了解朱某的身体
状况，经检查朱某身体情况良好，随
时可以回家。

执行法官通过操作银行“总对总”
查控系统，将两起案件中的187万元划
转到法院专户中。申请执行人唐某因交
通事故致一级伤残，中国建筑某工程局
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在执行被执行
人刘某无果后，执行法官借助信息化手
段，查控到该有限公司账户内有财产可
供执行，遂第一时间将该账户进行了冻
结。4月 27日，执行攻坚进入第四天。
在江源区人民法院一楼大厅，执行法官
向这起执行案件申请人的代理律师给付
了187万元执行款支票。

舆论宣传配合强制手段
加强执行震慑

“执行如果不依法上好上足手段，很
多‘老赖’是不会主动履行义务的。”白山
中院执行局一位资深法官道出了执行难
的重要症结。为数不少的“老赖”都是在
被传唤到法院后，经过宣传教育不奏效，
只能采取强制措施时，迫于压力，才主动
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正是执行攻坚
强大的震慑力，让那部分心存侥幸的“老
赖”主动履行了义务。

自4月24日白山中院政治部宣教处
通过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同步
网络直播发出第一篇报道起，至 28 日
17时 30分，该“官微”图文阅读量已
突破13万次。

靖宇县人民法院对花园口镇某村有
能力但拒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王某采取司
法拘留15日的强制措施，这一震慑被执
行人规避执行的行为，通过“官微”在当

地引起强烈反响。临江市人民法院通
过“临江发布”将“老赖”头像、履行情
况等信息发布后，目前阅读量突破2.4
万次，已有 14 名被执行人迫于压力，
主动到法院履行了义务。长白朝鲜族
自治县人民法院主动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现场监督执行，令当事人双
方紧张的邻里关系得以重塑，通过媒
体报道，收到了非常好的执行效果。

白山两级法院通过有温度的执
行，让不和谐、不稳定因素渐行渐远，
充满正能量的规范化执行深入人心。
今后，全市法院将继续通过强有力的
措施，严厉打击拒不执行犯罪行为，坚
决惩处规避执行、消极执行、干预执行
等行为，并将其纳入常规行动之中，切
实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这只
是法院依法痛击‘老赖’的第一步，震
慑不停，攻坚不止，让‘老赖’们无所遁
形、寸步难行。”一直在一线指挥调度
的白山中院院长邢吉安对执行攻坚行
动信心满满。

本栏目邮箱：yxfxj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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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七措并举强化司法廉洁教育

兴安盟打通庭审公开“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 近日，82 岁的被上诉人

范某荣老人因租用的林地使用权问题被
诉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中级人民法
院。考虑到老人的身体原因，兴安盟中
院民二庭的法官们决定利用加入了 4G
实时回传功能的巡回法庭来审理这起林

地合同纠纷案。当事人双方都对这种可
以在炕头儿开庭，省时、省力又公开透
明的审判方式赞不绝口。

在庭审现场，兴安盟中院将信息网
络有机融入，实现了庭审流程中的同步
录音录像、离线签章、现场送达裁判文

书等操作，巡回科技法庭系统接入
4G网络，将现场庭审音视频数据实
时回传到内蒙古庭审直播网和全国法
院的大数据库当中，进一步实现了司
法审判全流程的公开透明，切实让人
民群众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公

正，同时也有利于巡回审判各个流程
的审务督察。这种用信息化手段倒逼
工作机制的及时更新，大大提升了工
作效率。

目前兴安盟两级法院巡回法庭的
庭审直播已实现辖区125个社区、56
个乡镇苏木、847个嘎查村司法审判
公开的全覆盖，惠及全盟110万余名
农牧民。

（吴 琼 刘 畅）

本报讯（记者 詹旋江）日前，福建
省各中级人民法院的纪检组组长、政治
部主任、监察室主任共计 30 多人，参
观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特色廉政文化
长廊。这是福建高院多措并举打造司法
廉洁教育新亮点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福建高院坚持以建设一支
忠诚、干净、担当的法院队伍为目标，
结合实际不断创新司法廉洁教育手段，
通过文化思廉、微信促廉、网络倡廉、
观片学廉、测试考廉、短信悟廉、档案
记廉等七种方法，进一步增强司法廉洁

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构筑广大
干警“不想腐”的思想堤坝。

据介绍，今年年初，福建高院在办
公综合大楼六层精心打造特色廉政文化
长廊作为文化思廉的重要手段，设置党
纪法规知识、廉政故事、廉政风范、廉
政书画作品等版块，利用照片、图表、
漫画等引发参观者的情感共鸣。同
时，福建高院开通微信公众号进行微
信促廉，对党纪党规、廉政知识、廉
政信息等内容进行微传播，引导大家
细细体会从政、用权、修身、齐家之

道。网络倡廉即发挥福建法院网传
播快速、覆盖面广的特点，及时以
声音、图像、文字等立体形式，警
醒大家防微杜渐，警钟长鸣。今年
以来，福建高院组织干警观看 《福
建黄志丽》《福建林剑东》等系列专
题片，令干警们观片学廉，使大家学
有榜样，干有目标。福建高院把廉政
测试作为反腐倡廉教育关口前移的举
措和对新提任干部进行廉政教育培训
的手段，日前，已组织 17 名中层领
导干部参加了廉政教育测试。每个重

大节日前夕，福建高院统一向全院干
警发送廉政短信，确保干警廉洁过
节、文明过节、健康过节。档案记廉
即福建高院注重健全完善干警廉政档
案制度，将廉政意见运用到年终考
核、评先评优及晋级晋升中，严把廉
政审查关。此外，福建高院还在各部
门配备 24 名专兼职廉政监察员，督
促廉政监察员开展日常廉政谈话 483
人次，排查廉政风险点 92 个，完善
规范权力运行制度40项。

据悉，通过深化司法廉洁教育，
福建法院队伍形象和司法公信力得到
了进一步提升，目前，全省法院有
861个集体和1433人获得省级以上表
彰。

“今天我们到乐业镇半山村执行祝某申请
执行族间兄弟祝某某身体权纠纷一案，祝某某
曾在电话里辱骂案件承办人，有可能会抗拒执
行，大家一定注意安全，同时要使用执法记录
仪记录执行现场，要做到规范执行，文明执
行。现在出发！”云南省会泽县人民法院执行
组长何春荣简单交代了一下案情，两辆警车便
向目的地疾驰而去。

祝家两兄弟因一些生活琐事发生纠纷，祝
某被祝某某打伤。会泽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后，祝某某不服，提起上诉。后经二审法院调
解，两兄弟达成和解，但祝某某并没有主动履
行义务，祝某便向法院申请执行。

警车在山路上奔波了两个多小时，当法院干
警来到被执行人祝某某家时，他正在吃饭。见无
路可逃，祝某某情绪激动，说法院是不是故意要
整他？法院干警把祝某某带到村委会，向其解释
法理，并阐明采取司法拘留强制措施的可能性。
在村社干部的合力劝解下，祝某答应了祝某某少
支付 2000元钱赔偿的要求。在强大的执行威慑
下，祝某某当场把3000元现金递到申请人手里。

图①：被执行人被堵在饭桌上。
图②：被执行人不断表达不满。
图③：村社干部配合法院干警做思想工作。
图④：申请人当场拿到执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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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昆明5月8日电 （记者 茶 莹 通
讯员 杨 帆）今天上午9时30分，最高人民法
院第五巡回法庭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 11审
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一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
诉案件，第五巡回法庭副庭长刘竹梅亲自承办
并担任审判长，与主审法官张纯、李玉林组成
合议庭，敲响了第五巡回法庭巡回审理案件第
一槌。

庭审开始前，刘竹梅一行与前来旁听庭审
的李红梅、杨明、何严萍、赵坚、鲍红艺、余
文良等 6位在滇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行
了座谈交流，认真听取代表、委员对人民法
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刘竹梅介绍了第五巡
回法庭成立以来工作开展情况，巡回法庭开
展 巡 回 审 判 工 作 的 做 法 和 意 义 等 。 刘 竹 梅
表示，本案上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两名被上诉人史雪莹
及昆明明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方所在
地都在昆明市，为方便当事人诉讼，减轻当
事人诉累，第五巡回法庭没有在驻地重庆市
开庭而是选择到昆明市就地开庭审理此案，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司法为民、公正
司法工作主线，坚持审判工作重心下移，深入
基层化解矛盾纠纷的具体体现，实实在在彰显
了巡回法庭作为“老百姓家门口的最高人民法
院”为民、便民的根本宗旨。

庭审当中，刘竹梅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讼
主张，引导当事人对本案争议事实进行重点调
查，特别是针对双方对具体法律适用的争议，
充分听取了各自意见和理由，还对上诉方新提
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本案将择期宣判。

庭审结束后，全程旁听案件庭审的全国人
大代表李红梅表示，“今天的庭审提纲挈领，节
奏紧凑，审判长问得非常详细，让我目睹了最
高人民法院法官庭审的风采，真切体会到了最
高人民法院就在我们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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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欢迎专家学者申报和
参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理论重大课题
和司法调研重大课题，以及国家法官学
院、中国司法案例研究院、地方法院的
学术研究课题和案例研究课题，共同繁
荣理论研究。五是搭建案例研究平台。
案例是最重要、最丰富的司法资源，最
高法院新近成立了中国司法案例研究
院，建立了中国司法案例网，双方可以

在案例的研究和应用方面深度开展合
作，共同总结司法案例规则，从中提炼
法治和法学理论。六是搭建学生实习实
践平台。各级法院可以通过建立实训基
地、扩大旁听、推广实习助理等方式，
为广大法科学生提供了解和接触司法实
践的基地。第二巡回法庭依托东北地区
法学院系创立的实习法官助理制度，很
有借鉴和推广价值。 （宗 边）

““法行基层法行基层””好新闻竞赛好新闻竞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