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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5日上午，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人
民法院和乌海市海勃湾区人民法院的执行干
警共同对拒不执行的红山区某企业予以强制
执行，两地法院的法官依法对该企业进行了
搜查，并对其大型加工生产设备及部分原材
料就地查封。慑于强大的执行攻势，被执行
企业的负责人承诺三日内履行还款义务，逾
期法院可依法处理查封财产。

据了解，内蒙古自治区幅员辽阔，乌海
市位于内蒙古西部，赤峰市位于东部，两地
相距 1600 余公里。为促进两地法院执行工
作一体化建设，海勃湾区法院近日与红山区

法院签署执行联动工作备忘录，今后双方将
推行交叉执行、异地执行的执行新格局，委
托对方在各自辖区内送达执行法律文书和办
理财产查询、被执行人查找、采取查封、扣
押、冻结及扣划等强制措施，打造“联合布
控、及时移送”的协作平台，实现各自优势
资源共享。

图①：搜查被执行人的财务室
图②：查封生产设备
图③：制作查封笔录
图④：被执行人被传唤至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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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案快执 科技助力
——安徽合肥包河区法院多措并举提速执行

本报记者 周瑞平 本报通讯员 丁 雷 程 婷

【福建泰宁县法院】

推进“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工作机制
本报讯 “您别急，有话慢慢

说。只要符合立案条件，我们都会在
最短的时间内依法受理，并及时为您
办好立案手续。”5月 10 日，福建省
泰宁县人民法院司法服务中心大厅导
诉员耐心地向前来立案咨询的张老汉
表示。

在“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活动
中，该院建成集导诉、立案、查询等
一体化的便民服务中心，免费向当事
人提供诉讼告知书等材料，对普通案

件在 30分钟内予以立案，在偏远乡
镇、社区、林区、景区设立 12个便
民巡回办案点，组建青年先锋志愿
服务队开展法制宣传、解答法律疑
问。

据了解，“马上就办、真抓实
干”活动开展以来，该院巡回办案
60 余次，化解矛盾纠纷 137 件,为群
众提供司法服务650人次，现场解答
群众法律咨询400人次。

（廖长春）

近日，为进一步促进法院干警对党规党纪和法官行为规范的深入学习，推
动干警廉洁自律能力和拒腐防变能力的提高，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办
了梅州法院党规党纪知识竞赛活动。

经过激烈比拼，最终梅州中院获得一等奖,平远县人民法院和兴宁市人民
法院获得二等奖，梅江区人民法院及五华县人民法院获得三等奖，邹喜高等四
名干警获得优秀选手奖。

黄义涛 李会银 摄

为 尽 早 实 现 “ 基 本 解 决 执 行
难”，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成立速执团队，采取简案快执、科技
助力、执行威慑多种行之有效手段，
提高执行工作质效，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的合法权益。

速执团队提高执行效率

4月16日，申请执行人合肥叶星
商贸有限公司将一封感谢信和一面锦
旗送到包河区法院，感谢执行干警快
速出击，及时有效地保护了其合法权
益。

今年1月23日，农历已是腊月二
十六，合肥叶星商贸有限公司向包河
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某创业建设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法院经审查，认
为该案财产线索确定，且执行财产有
随时被支付的风险，便将该案分配给
速执团队。执行法官在收到案件后，
立即前往第三方单位，根据申请执行
人提供的线索，要求第三方单位协助
扣留被执行人创业建设公司在其单位
的到期工程款300多万元，当天就成
功执结该案。

“为最大限度地化解执行难工
作，我们将执行案件繁简分流，实行
简案快执、繁案精执，一改以往按申
请日排期执行的做法，使得部分标的
额小、案情简单、线索明确的执行案
件能够得到快速执行，既提高了案件
的执行效率，也及时实现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包河区法院院长胡权明介

绍说。
为改变按部就班的传统执行模

式，达到主动出击、简案快结的执行
效果，今年3月，该院执行局成立了
速执团队，由 2名员额法官、4名执
行员及 6名辅助人员组成，内设 2个
小组，人员占执行局人数36%。

当案件一进入到速执团队，就
由专人通过执行网络查控系统对被
执行人的财产信息进行全面查询并
提交给承办人员；承办人员收到案
件后必须快速反应，主动联系申请
执行人，让申请执行人提供相对准
确的案件信息，迅速组织人员将被
执行人的财产扣押或拘传被执行人
到案。

1至4月，速执团队新收案件810
件，承担了所有执行案件50%以上的
案件数，实际执结率达到 80%以上。
除了提高案件的执行效率，也一定程
度地缓解了全院执行法官的办案压
力。

科技助力提升执行质效

今年3月30日上午7点30分，随
着在执行指挥中心坐镇指挥的执行局
局长朱传银的一声“开始行动”，包
河区法院执行人员对一家水产养殖场
申请执行魏某租赁合同纠纷案采取强
制执行措施。执行现场画面实时传回
到执行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

此次强制执行，包河区法院共派
出 10名执行法官、14名法警，执法

车辆 3 台，配备 4 套 4G 单兵系统，10
台执行记录仪，在相关部门及街道工作
人员计 100 多人的配合下，联动执行，
依法对涉案塘口进行清理，安排十多台
挖掘机及时对涉案塘口进行放水、挖土
填埋，最终将涉案塘口成功移交给申请
执行人。这是该院首次运用单兵系统与
执行指挥中心连接，对强制执行行动进
行远程指挥。

通过远程视频，指挥中心能及时掌
握现场信息，有利于迅速决策，对执行
工作进行有效统一指挥，并对现场同步
录像保存，确保执行工作更公开透明、
执行程序更规范，有效提高了执行工作
的质量与效率。

目前，包河区法院已建成了包含单
兵系统、全院监控、拼接屏显示系统、
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和远程监控系统
在内，集被执行人财产查控、执行信息
共享、执行信息公开、突发事件处理决
策、执行协调指挥及上级督办事项办理
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执行指挥中心，全
面实现了远程指挥实时化、执行全程可
视化和执行查控便捷化。

信用惩戒威慑“老赖”

2014年2月，包河区法院受理了史
某申请执行赵文、赵武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立案后，法院通过多渠
道查询，没有找到被执行人有任何可供
执行财产的线索，亦未能找到两被执行
人的下落。法院将两人列入失信人员名
单后，案件依法终结执行。

今年3月26日，被执行人赵文主动
来到执行局，支付了自己的执行款1万
余元，并向法院和申请执行人表示歉
意。原来，他被列入失信人员名单后，
高铁、飞机都无法乘坐，生活和工作受
到了极大影响。4月中旬，赵武也通过
代理律师联系法院，表示愿意支付他应
当支付的执行款。在申请人放弃部分利
息后，赵武很快将全部执行款5万多元
交至法院。

为提高执行工作实效，包河区法院
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执行威慑和信用
惩戒力度，除了在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
息网上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外，还在
市区电子屏、网站微博微信以及社区人
口密集公共场所发布，对失信被执行人
的出行、消费、贷款进行限制，不断挤
压“老赖”的生存空间，让其无处遁
形，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
用惩戒大格局，依法保障申请执行人及
时实现权益。

同时，在包河区委政法委的支持
下，包河区法院汇聚社会力量，加强普
法宣传力度，法律、经济、舆论多管齐
下，最大限度促使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义
务。迄今，已有544名失信被执行人主
动到法院履行义务。

包河区法院多措并举应对执行中
的各种问题，践行了向执行难全面宣
战的承诺。今年前 4 个月，该院新收
执行案件 1352 件，上年旧存 588 件，
执结 820 件，执结标的额 2.49 亿余元，
执行质效显著提升，繁简分流效果逐步
显现。

本报讯 贵州省都匀市人民法
院自去年 6 月试行法律援助联席会
议制度以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果。近日，都匀法院与市司法局经
磋 商 ， 决 定 增 强 法 律 援 助 建 设 ：
进驻律师、法律工作者从原来的
律师事务所指派变为由市司法局法
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进驻时间由
每周 1 天增加到了每周一、三、五
共计 3天，凡符合条件的诉讼当事人
均可直接通过法律援助窗口申请法
律援助。

该院第二人民法庭所辖地域广、
案件数量多、案件法律关系复杂，辖

区内人民群众的法律知识水平普遍
不高。法庭在立案窗口设置了法律
援助窗口，由贵州匡大、行者等五
家律师事务所轮流选派公益律师到
庭坐班，对来访当事人提供免费法
律咨询、立案释明、立案调解、息
诉息访、案件会诊、代理申诉、引
导法律援助、意见建议、调查研
究、协助法院对诉讼当事人进行判
后答疑，并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当事人引导办理法律援助相关手续
等司法服务。法律援助窗口的设
立，给群众解决矛盾纠纷带来了便
捷。 （王志坚 王尧欢 向冬雪）

【贵州都匀市法院】

联手法律援助畅通维权通道

““法行基层法行基层””好新闻竞赛好新闻竞赛

⇨⇨上接第一版
胡云腾对开好全国法院学术讨论

会提出五点具体建议：一是紧紧围绕
以审判为中心、司法责任制等重大
改革举措撰写论文，直接服务司法
改革。二是紧紧围绕民法总则等重
点领域立法的理解与适用开展研
究，直接服务司法解释起草和法官
办案。三是紧紧围绕全面依法治国

与全面从严治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理论和意识形态安全等开展
研究，丰富理论体系。四是加强案
例研究和司法大数据分析应用，充
分发掘司法案例资源。五是为2019
年全国法院学术讨论会举办 30 周年
预作准备。拿出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黄 鹏）

深入学习习总书记重要讲话 繁荣人民法院学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