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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门：紧盯目标加油干 全力破解执行难
本报记者 程 勇 蔡 蕾 本报通讯员 王义进

2016年，湖北省荆门市两级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4791件，结案4242件，结案率88.54%，实际执行率55.69%，结
案标的金额31.2亿元，收、结案件数同比上升45.12%和46.02%。

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雷涌泉在盘点2016年执行工作时指出，经过近一年的不懈努力，全市法院已完成
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第一阶段的目标任务。

加强组织领导 构建联动格局 注重问题导向 解决突出难题

全市法院强化执行力量配备，提
高执行力，将一批政治素质高、业务
能力强的干警充实到执行队伍中。荆
门中院带头强化全市执行工作领导，
全局现有执行干警 12 人，符合司改
后执行人员结构要求，执行力量显
著增强。东宝区法院执行部门有 6
名员额法官，执行管理能力和执行
业务能力得到提升。在充分发挥每
个执行团队各自单兵作战能力的同
时，注重增强执行团队间的合力。
根据执行案件的难易程度，结合个
人专长，完善案件分配、人员组合
机制，最大限度发挥执行人员个人
优势；在清理积案、开展重大专项执
行活动时，灵活调配、集中攻坚，发
挥出集体力量。

执行行为不断规范。在完善执行
内部管理机制方面，荆门中院出台

《执行案件流程管理办法》、《执行案
件质量评查细则》和《执行标的款物
管理办法》，规范执行工作管理。采
取“1名法官＋2名执行员＋1名书记
员”模式组建执行团队，落实法官负
责制、合议庭定案制，规范执行工作
运行，提升执行效率。

积极探索执行新模式。荆门中院
制定执行法官联席会议制度，分管领
导、执行法官和经验丰富的执行员共
同参加，对疑难复杂执行案件专题研
究，提出指导性建议和思路供合议庭
参考，该制度实施以来已高效解决了
执行中遇到的多个难题。京山县法院

在执行工作中结合实际，积极创
新，开展委托审计调查、悬赏举报
等制度，出台了 《京山县人民法院
关于在执行程序委托律师调查的若
干意见 （试行）》 和 《京山县人民
法院民事财产保全实施细则》，成效
显著。

同时，荆门中院多次对下级法
院应用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
统、清理执行案款、办理重点督办
案件等方面的落实情况进行全面督
查指导，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向
同级人大报告民事执行工作，邀请
人大代表到法院视察，及时办理代
表议案和质询，主动接受监督。全
市法院依法将执行案件流程信息、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执行裁判
文书等及时向社会公开，保障当事
人和社会公众对执行案件的知情
权，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2017 年春节前夕，荆门中院执
行局针对申请执行人湖北八通商贸
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荆门宝丽景房
地产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举
行听证会，该案标的额 5400 余万
元，案情复杂，社会影响大。该院
特地邀请市人大内司委、市政协社
法委、市检察院以及相关新闻媒体
参与旁听。市人大内司委副主任张
恒新说：“市中院通过公开听证的方
式，处理执行过程中的疑难复杂问
题，增强了执行工作的透明度，让
人信服！”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
所为，则无不成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强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
行难问题”的目标后，湖北省荆门市中级
人民法院迅速向荆门市委常委会作专题
汇报，并要求全市两级法院将“基本解决
执行难”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人
民法院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以信息化
建设为抓手，强化执行规范化建设，推动
执行工作各个领域的改革，不断完善执
行体制，切实形成解决执行难的合力。

荆门中院先后3次组织召开全市执
行工作推进会，指导监督全市法院基本
解决执行难工作的均衡推进。全市两级

法院均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的基本解决
执行难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工作实
施方案，明确责任分工，细化指标任
务，锁定时间节点。

全市两级法院坚持上下“一盘
棋”，建立内部“大联动”，推动建立

“立、审、执一体化”工作机制，把解
决执行难贯穿于立、审、执全过程：积
极开展诉前调解，注重化解当事人对立
情绪，缓解矛盾；立案时向当事人提示
诉讼风险和执行风险，正确引导当事人
进行诉前保全；在审判环节注意掌握当
事人的身份信息、财产等状况，为执行
创造便利条件。

用足强制措施 加大打击力度
以清理执行积案为切入点，荆门市

两级法院用足强制措施，加大对拒不配
合被执行人的打击力度。

加大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力度。
2016年，全市两级法院将失信被执行人
一律纳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库，在该平台发布失信被执行人 5472
名，并配合组织人事部门对“两代表一委
员”、换届干部人选认真进行失信情况审
查，否决30余人。

对有财产而不履行的被执行人，依法
采取查封、冻结、扣押、拍卖、变卖、罚款、
拘留等措施，促进案件执行。对有能力履
行而转移财产、暴力抗拒执行的，按拒执
罪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2016年，
全市法院共司法拘留69名被执行人，24
名被执行人（23案）以拒执罪移送司法机
关追究刑事责任。罗菊英案、马金莲案以
及陈平德、陈舵案等三案被湖北高院作为
拒执罪典型案例予以公布。

加强宣传曝光，压缩“老赖”生存空
间。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执行
工作典型案件及曝光案件，积极营造诚
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促使被执

行人自觉履行义务，推进社会诚信建
设。荆门中院和东宝区人民法院、掇刀
区人民法院在荆门日报、荆门晚报、荆门
电视台等媒体，以及城区主要街道户外
显示屏公开曝光失信“老赖”；通过新闻
发布会、执行工作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实
时推送执行案件最新进展。2016 年 12
月 28日起，全市两级法院整体联动，陆
续在各新闻媒体发布《关于严厉敦促被
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的通告》，给失信“老赖”巨大震慑。2016
年，全市法院有近 10%的失信被执行人
主动履行义务。

被执行人吴某，因在经营歌厅过程
中侵犯他人著作权，被判赔2万元。案
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吴某和法院玩起了
失踪，导致案件长期得不到执行。2017
年 1月 20日，荆门中院在《荆门日报》
上将吴某作为失信被执行人发布后，吴
某的亲戚朋友同学纷纷给她打电话，说
她被人民法院作为“老赖”登报了，吴
某感到“面子”尽失，寝食难安，于春
节前主动找到执行法官，将2万元执行
款给付完毕。

强化科技支撑 提升执行质效
2016年，荆门中院投资近500万元建

成执行指挥中心。执行指挥中心建筑面
积为114平米，实现了视频、音频的实时传
输、录音录像，可将任何一个地方的执行
工作现场实时传送到执行指挥中心，由指
挥人员进行远程指挥。

与此同时，所辖京山县人民法院、沙洋
县人民法院、东宝区人民法院、掇刀区人民
法院执行指挥中心也相继建成，钟祥市人民
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则正在建设中。

目前，全市法院已配备21套4G单兵
系统，并全面建成6套二级平台，完成与省
高院执行指挥中心的对接。运用二级单
兵管理平台，执行人员可以通过4G单兵
设备对执行现场进行实时录音录像，并通
过4G网络回传到执行指挥中心。指挥中

心通过远程实时视频现场画面，对执行人
员进行远程指挥、调度，对执行地点进行
GPS定位监控。

推进执行网络查控系统建设。全市
法院执行网络查控“总对总”系统已完成
对接并投入使用，执行法官通过该系统在
办公室就能在线直接完成所有执行案件
执行财产的全部查询、冻结和扣划。此
外，与土地、房产、林业等部门的“点对点”
系统对接也正在调试中。

开展网络司法拍卖是提高司法拍卖
效率的需要，是降低司法拍卖成本的需
要，更是公正司法、体现司法为民的需
要。2016年，全市法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
平台公开拍卖房产、车辆等标的物二十余
件，全部成交，溢价率最高达到21%。

荆门市两级法院围绕“基本解决
执行难”，积极开展多项专项活动，
集中解决执行突出问题。

开展“强化执行兑现、提高执行
质效”执行年活动。全市法院集中执
行力量，采取查封、冻结、扣押、拍
卖、变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限制高消费和出境等措施，重点突出
执行的强制性，确保执行兑现。对重
大、复杂、疑难执行案件实行“五定
一包”，执行年活动取得明显实效。

申请执行人中铁四局第四工程有
限公司作为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饱受
被拖欠工程款的折磨。2016 年 6月，
公司部门负责人陈祥明从荆门中院领
取了 406 万元的执行款，他感叹道：

“市中院的执行法官经过一年多的努
力，克服了被执行人难找，财产难查
等种种困难，为我们全额执行到位，
为企业解了困，我们深表感谢！”

开展执行案款清理活动。截至
2016年 12月 30日，全市两级法院共
清理执行案款1282笔，涉及案件658
件，执行案款实际发放金额 7361.47
万 元 ， 共 发 放 549 笔 ， 发 放 率 为
81.64%，远高于全省50%左右的平均
水平。全市法院还对暂时无法发放或

需要等待程序性事项结束后发放的
案款建立了专门台账，并商请当地
财政部门建立专户集中保管。通过
案款清理活动，全市两级法院共执
结积案237件，进一步规范了标的款
的管理。

开展“岁末攻坚”集中执行活
动。2016 年 1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10 日，全市法院开展以涉民生、涉
金融、涉特殊主体案件为主的“岁
末攻坚”集中执行活动。截至 2017
年 2 月 20 日，该 3 类案件已全部执
结，其中：涉民生案件执结 75 件，
涉特殊主体案件执结2件；涉金融案
件执结 40 件。其中，沙洋县法院在
执行人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坚持
内部挖潜，强化措施，将 2016 年新
收的 22 件案件全部执结，执行完毕
案件占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100%。

2016年，全市法院还通过司法救
助化解了一批涉民生积案，共对 216
件案件中 263 人发放救助款 225.5 万
元。沙洋县法院拓宽司法救助资金渠
道，2016年共争取司法救助资金46.5
万元，救助了47名家庭生活困难的申
请执行人，化解了 20 多件涉民生积
案。

规范执行行为 优化执行队伍

盛方奇 制图

加强组织领导 构建联动格局

荆门全市两级法院坚持上下“一盘棋”，建
立内部“大联动”，推动建立“立、审、执一体
化”工作机制，把解决执行难贯穿于立、审、执
全过程

用足强制措施 加大打击力度

以清理执行积案为切入点，荆门市两级法院
用足强制措施，加大对拒不配合被执行人的打击
力度

强化科技支撑 提升执行质效

目前，荆门全市法院已配备 21套4G单兵系
统，并全面建成 6套二级平台，完成与省法院执
行指挥中心的对接；全市法院执行网络查控“总
对总”系统已完成对接并投入使用，与土地、房
产、林业等部门的“点对点”系统对接也正在调
试中

注重问题导向 解决突出难题

荆门市两级法院围绕“基本解决执行难”，积
极开展“强化执行兑现、提高执行质效”执行年
活动、执行案款清理活动、“岁末攻坚”集中执行
活动等多项专项活动，集中解决执行突出问题

规范执行行为 优化执行队伍

荆门全市法院强化执行力量配备，提高执行
力，将一批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干警充实
到执行队伍中，在充分发挥每个执行团队各自单
兵作战能力的同时注重增强执行团队间的合力，
执行力量显著增强

本院根据债权人常州盛源热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6年
12月 26日裁定受理债务人金坛市肠衣厂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指定金坛市肠衣厂有限公司清算组为管理人。2017年4月
17日，本院根据债务人金坛市肠衣厂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金坛
市肠衣厂有限公司重整。 [江苏]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的张家港市祥达毛纺织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经清算其破产财产已由管理人按本院裁定的分配
方案分配完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本院
于2017年3月29日作出（2013）张商破字第0003-22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3月31日裁定受理申请人扬中市新风尚健身管
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江苏江成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扬中市新风尚健身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7年7月3日前
向管理人(通信地址：江苏省镇江市正东路34号机关综合楼十楼；邮
编：212003；联系人：王钰璋；联系电话：18652853845)申报债权。未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扬中市新风尚健身管
理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本院定于2017年7月13日上午9时在本院大法庭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江苏]扬中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江苏绿大地园林建设有限公司、苏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沭阳支行的申请，于 2017年 3月 8日裁定受理了沭阳万
豪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江苏宿兴
律师事务所为该公司的管理人。沭阳万豪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在2017年6月6日前向管理人江苏宿兴律师事务所
（通信地址：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君临国际 A 座 11 层；邮政编
码：223800；联系电话：袁宏伟律师 13812307222，刘积麟律师
18552767139）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沭阳万豪国际大酒店有
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该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7年 6月 13日上午 9
时在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地址：江苏省沭阳县北
京南路112号）召开。 [江苏]沭阳县人民法院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重庆渝洲搪瓷化工设备
有限公司的申请，已于2017年3月2日作出（2016）渝05破申83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重庆渝洲搪瓷化工设备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
一案，并将该案指定由本院审理。2017年3月15日，本院指定重庆百
易丰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债务人重庆渝洲搪瓷化工设备有
限公司管理人。重庆渝洲搪瓷化工设备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7
年6月5日前向重庆渝洲搪瓷化工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重庆百易
丰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嘉陵江滨江路116
号（圣地大厦5-8号），联系人：李乾静，联系电话：13350309553，邮
编：400010]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请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
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债务
人重庆渝洲搪瓷化工设备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的持有人，应
当向重庆渝洲搪瓷化工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移交财产。
本院定于2017年6月16日上午9时30分，本院一法庭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唐海（身份证号码430523198404026636）、罗婷（身份证号码
430523199007017263）：本会受理申请人湖南中瑞房地产有限公
司与被申请人唐海、罗婷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
[2017]株仲裁字第030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答
辩通知书、株洲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等有关材料，请你们
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你们选定

仲裁员的期限、答辩期、举证期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0日、15日、30日
内。如你们未在法定期限内选定仲裁员，本会主任将依法指定黄武为
本案首席仲裁员、陈惠南为本案仲裁员与申请人选定的仲裁员谭长健
组成仲裁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
在本会仲裁庭开庭审理。开庭后的第30日—35日为裁决书的领取时
间。联系电话：0731-28838789。 株洲仲裁委员会

2017年5月5日

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双流法
院”）根据债权人天威新能源（扬州）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6年11月
25日依法裁定受理天威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新能
源”）重整一案，并于2017年1月18日指定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
所担任天威新能源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具体负责重整各项事
务并制定天威新能源重整计划草案。由于天威新能源负债沉重，且严
重缺乏偿债资金，需要通过引入投资人的方式帮助公司筹集偿债资
金，恢复生产，并协助公司完成重整。为保障投资人的引入工作能够公
平、公开、公正，接受各方监督，管理人决定采用公开遴选的方式引入
及确定投资人。为使各参选人对天威新能源实际情况有所了解，并同
时明确遴选原则、条件、规则及流程等有关内容，便于参选人进行参
选，管理人制定了《天威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重整案投资人遴选文件》
（以下简称“遴选文件”），遴选文件全部内容对各参选人均同等适用，
并具有相同效力，各参选人可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在管理人处领取遴
选文件。在领取遴选文件后，各参选人最迟应于2017年6月8日下午5
点之前向管理人提交根据遴选文件规定的参选主体资格文件，并按照
遴选文件的要求缴纳保证金。天威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7年5月9日

本院根据河南博然铝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4月5日
裁定受理河南博然铝业有限公司重整案，并指定河南博然铝业

有限公司清算组为河南博然铝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河南博然铝
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17年6月30日前，向
河南博然铝业有限公司管理人（联系地址：洛阳市新安县北京
路与金水路交叉口西南转角三楼，联系人：张律师，电话：
15603992474）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
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
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
行使权利。河南博然铝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河南博然铝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会付财产。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7年 7月 12日上午 9时 30分在河南省新
安县人民法院第 1审判庭召开。报到时间 2017年 7月 12日上午
8时 30分至上午 9时 25分。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
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河南]新安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陈晓瑜的申请于 2017年 3月 24日裁定受理债务
人洛阳龙城置业有限公司重整一案，并于2017年4月14日指定洛
阳星耀清算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担任洛阳龙城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洛阳龙城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7年6月22日前，向管理
人（联系人：贺战彬律师，地址：河南省伊川县城关镇凤山龙城，电
话：13643878619）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
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
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洛阳龙城置业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将于2017年6月2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1号审判庭（地
址：伊川县文化南路456号）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

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应提交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和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河南]伊川县人民法院

邹怀伟、范铮：关于冯津霞与你及马召勇、范铮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我院拟对原告提交的《保证合同》证据中第四条4.1款中“保证期
限自 2014年 11月 05日至 2016年 11月 04日”中“2016”字样进行鉴
定，现向你公告送达选择鉴定机构通知及领取鉴定报告的时间，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次日起第5日（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到本院司法鉴定技术室（石家庄市桥西区新
石北路166号诉讼中心101室，联系电话：83867049）选取鉴定机构；
于公告期满次日起第15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10时到鉴定机构对

《保证合同》证据中第四条4.1款中“保证期限自2014年11月05日至
2016年11月04日“中“2016”字样进行鉴定；于公告期满次日起第35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10时到上述地址领取鉴定报告。鉴定报告异
议期为自收到鉴定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提出。未到场及逾期未
提异议，将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河北]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冯小强：关于申请人梅存治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申请人提
出评估拍卖申请，现需对被申请人冯小强位于登封市颍河路豫龙花
园2号楼1单元5楼东户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登006162）市场价值
予以评估、拍卖，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且自公告期满之日起第3日上午9时到本
院司法技术科选择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者，视为自动放弃相关权利，
本院依法缺席办理评估及拍卖事宜，不再另行公告通知（注：本公告
所确定日期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河南]登封市人民法院

韦涛：申请人长葛市大友商贸有限公司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于2016年12月22日作出（2015）长执字第01398-2号执行裁定
书，裁定对韦涛所有的车牌号为黑A8E566、黑A4E546的汽车两辆予
以评估、拍卖。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随机选择评估机构
通知，限你在公告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到本院司法技术科随机选择
评估机构，领取评估机构选定通知书；第5日上午10时在本院院内进行
评估；第10日到本院执行局领取评估报告及评估报告异议通知书。本
公告自发布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长葛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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