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北里西区22号（南区）邮政编码：100062 法院公告咨询：（010）67550885\6\7 广告咨询：（010）67550870 广告传真：（010）67195418 广告发布登记：京东工商广登字20170009号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今日八版 零售：每份0.9元 印刷：

44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2017年8月23日 星期三 总编室主办 责任编辑 刘 曼 实习编辑 王志瑞

［综合新闻］
44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综合新闻］
新闻热线（010）67550828 电子信箱:fyxw@rmfyb.cn

““法行基层法行基层””好新闻竞赛好新闻竞赛

隐蔽外貌、改变声音“隔空对话”

宜宾南溪区法院启用证人保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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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安阳龙安区法院】

借力信息技术化解执行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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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踊跃来稿

让孩子重回母亲怀抱
——安徽凤阳县法院一起抚养权案执行纪实

本报记者 周瑞平 本报通讯员 祈福广西

女儿被生父抱走不知去向，生母起
诉赢得抚养权后，执行人员想方设法克
服寻人难题。近日，在安徽省凤阳县人
民法院执行服务中心，一位 4岁女童重
回母亲的怀抱，一起历时近两年的抚养
权之争圆满告终。

非婚生女引发抚养权之争

2010年，张燕与王成在杭州打工相
识并坠入爱河。2013年 6月，已有身孕
数月的张燕，在与王成商讨办理结婚事
宜时，方知王成在凤阳老家早有妻小。
张燕不忍剥夺腹中胎儿的生命，于 2013
年 9月底生育一女，取名王雨。女儿一
直由张燕抚养。同年10月，王成与妻子
离婚。

2015 年 11 月 24 日，王成来到合肥
张燕家中，以带孩子出去玩为由，突然一
去不回。

几度寻女无果，张燕精神几近崩
溃。2015年 12月底，她诉至凤阳法院，
请求判令非婚生女王雨由张燕抚养，王
成每月支付抚养费2000元。

法院审理认为，王雨系张燕、王成的
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权
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由于
王雨出生后一直跟随张燕生活，并且张
燕在合肥市有固定住所，更有利于王雨
身心健康及教育成长。2016年 3月，凤
阳法院判决王雨由张燕抚养，王成每月
给付子女抚养费1000元，至王雨独立生
活时止。

艰难执行，女儿回归母亲怀抱

法院判决生效后，王成再次带着
女儿失联。张燕无奈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我不要钱，不要抚养费，我只要
孩子，求您帮帮我！”张燕见到凤阳法
院执行局局长钱远标，瘫倒在座椅上，
哽咽着恳求。

“放心，我们一定帮你找到孩子。”
执行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王成家

中，发现他老家早已是断壁残垣、杂草
丛生的景象。

今年 7月 21日，辖区派出所向执
行人员提供了一条信息：孩子曾出现
在蚌埠市王成的姐姐家。钱远标立即

带领执行人员连夜奔赴蚌埠市，找到
王成的姐姐，却被告知孩子已被王成
带走，不知去向。

“您也是一位母亲，请您想象一下
失去孩子的痛苦。”钱远标的这句话打
动了王成的姐姐，在钱远标的手上写
下了一个地址和电话。

当干警们为能找到孩子兴奋时，
执行又一波三折。王成的电话已停
机。干警赶到其住处时，邻居告知他
早已搬走。

法官再一次找到王成的姐姐，告
知王成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应承担的
严重法律后果后，王成的姐姐沉默许
久，答应帮忙寻找。

7 月 30 日凌晨，王成姐姐打来电
话说，已经找到王成。

第二天，王成带着女儿主动来到
法院，并联系了张燕。他冷冷地对女
儿说：“你就和这个阿姨走吧。”

“她不是阿姨，是你妈妈。快到妈
妈那里去，她找了你很久。”法官说道。

孩子惊喜地扑入张燕的怀抱。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本报讯 经法院多次督促，吉林省某银行
拒不协助法院扣划案款。近日，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对该银行依法作出罚款 100 万元的
决定。据悉，这是北京市法院首次对协助执行
义务人作出最高额罚款决定。

北京某投资公司持公证债权文书向北京二
中院申请强制执行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北京某投资管理公司、北京某物业管理公
司、张某等单位和自然人。该院经依法审查受
理了执行案件。

今年 5 月 3 日，执行法官根据查实的线索，
前往吉林省某银行，对被执行人北京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的存款进行扣划。银行工作人员
表示，被执行人在该行有 2.6亿元存款，但银行
头寸不足，建议法院先采取冻结措施，待银行
头寸补足后再进行扣划。

“被执行人账户显示有存款，银行作为协助
义务人，必须按照人民法院要求进行扣划，并
出具书面回执。”执行法官对此情形，特向银行
工作人员释法。经过三个小时的耐心解释、说
服，工作人员出具书面回执表示，头寸不足无
法协助，承诺于 2017 年 6 月 1 日前一定履行到
位。

6 月，执行法官再次前往该行，扣划被执
行人第二笔存款 2.3亿元。银行以同样理由表示
暂无法协助，并出具书面回执，承诺 3 日内协
助划款。截至 7 月底，该银行仍未将任何案款
按协助要求扣划至法院指定账户。

北京二中院经研究认为，银行作为协助义
务人，经法院多次督促拒不配合法院工作，依
法应进行处罚。据此，该院依法作出上述处罚
决定。

针对银行拒不配合扣划的行为，法官先后
前往长春银监局、吉林农信联社等部门，将该
银行拒不协助执行的行为进行了通报。相关部
门表示将协助法院进行督促整改。

最终，在北京二中院处罚加督促下，银行
主动缴纳了罚款，并与申请人协商制定了分期
协助法院扣划的方案。目前该案正在分期履行
过程中。 （王要勤 高春晖）

本报讯 “这高科技就是好啊，动
动手指头就能查外地银行账户有多少
钱。”8月17日上午，申请人张某来到
河南省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领取执
行案款时，向该院执行干警表示感谢。

据了解，上世纪90年代，张某、武
某二人因农副产品购销合同纠纷案闹
到现龙安区法院的前身安阳市郊区人
民法院。判决生效后，张某一直都没
有拿到剩余货款。多年来，由于一直

无法查找到被执行人的财产信息，该
案一直未能执结。近日，该院执行干
警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成功查控到被
执行人银行账户信息，最终将案款执
行到位。

该院大力推进网络执行查控系统
建设，通过信息化、网络化、自动化手
段查控被执行人及其财产，化解了一
批积案，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

（李群伟 王 颖）

本报讯 8 月 18 日，江西省赣州
市赣县区人民法院青年法官陈忠效在
该院作了题为《离婚案件中的被告住
所地管辖问题》的精彩授课。这是该
院2017年度举办的第2期法官讲坛。

长期以来，资深法官虽然积累了
丰富经验和办案智慧，但知识结构老
化。相对而言，新进人才虽缺少相应
的工作经历，但具有深厚的理论功

底。为寻求司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
最佳结合，该院积极搭建教学相长交
流平台，着力打造法官讲坛文化品
牌，通过法官讲坛进行互讲，实现老、
中、青法官智慧共享。

目前，已有20余名法官结合自己
的办案技巧或法学理论进行授课，收
到了良好的效果。

（赖虔国 龚享福）

【江西赣州赣县区法院】

法官讲坛实现智慧共享

【广西防城港防城区法院】

当事人庭前昏迷 干警齐施援手
本报讯 “我现在已经没事了，

谢谢法院的同志们及时救助！”8月21
日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
城区人民法院法官何惠鹏接到了当
事人涂某打来的感谢电话。

原来，在上个星期五，何惠鹏开
庭审理一起离婚纠纷案件，涂某正是
这起案件的原告。她与代理律师早
早就来到了法院，但是她的丈夫却缺

席。涂某等不到被告，情绪非常激
动，加上天气闷热，一时之间急火攻
心，当场昏迷、抽搐。

见此情形，法官与书记员立即上
前按压人中和虎口，并紧急呼叫法警
拨打 120 急救。救护车到后，干警协
助医护人员将涂某送上车，何惠鹏更
是陪同涂某到医院，并自掏腰包支付
了全部费用。 （招子文）

2017年6月1日，小朋友们大都在
欢度儿童节，而一岁多的晨晨却只能在
社区办公室与自己的妈妈见面。但仅仅
这一个小时的探视，已是她的妈妈和我
们执行法官好不容易争取来的。

小刘和小范于2015年3月结婚，第
二年女儿出生。2017年2月，小刘诉至
法院，要求与小范离婚，孩子由其抚
养，小范支付相应的抚养费。在法院的
调解下，双方达成离婚协议，女儿由小
范负责抚养，并负担全部抚养费。小刘
可以在每周日探视女儿。

离婚后，小刘几次上门希望探视女
儿，都遭到了小范及其父母的阻挠。无
奈之下，小刘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
件到了我这里，一看是要求执行探视
权，经验告诉我：不好办。果不其然，
我向小范发出了执行通知书后电话联系
他，小范称从没阻止过探视。

5 月 22 日，小刘再次找到我，说
前一天她和母亲按照短信预约的时间

去看孩子，结果小范的父亲不肯开
门，在小刘报警的情况下对方仍然不
肯开。“之前一直考虑对方是市里户
口，对女儿读书更好，我才放弃了抚
养权。但现在我考虑打变更抚养权官
司，并申请把小范列入失信人员名
单。”对于小范屡次阻止探视的行为，
小刘非常气愤。

5月27日，小刘说她已经提起诉讼
要求变更女儿的抚养关系，一方面是因
为前夫在日常生活中对孩子不够关心，
回家就是玩电脑打游戏，另一方面也是
为了让对方更加配合探视。从她的话
里，我能感觉到她几个月来的痛苦和煎
熬。经过协商，小范同意在儿童节这天
让孩子在社区与小刘见面，但仍然坚持
探视时自己的父母要在场，这才有了开
头的那一幕。

倘若男方能够多些体谅和通融，此
时本该是母亲带着女儿神情轻松地散步
在街头，而不是挤在十几平方米的社区
会议室里，在前公婆的监视下给女儿喂
食水果和零食。

由于离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探视
有着不确定性，这些案件的强制执行往
往具有较高难度，在被执行人侵权情节
并非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不宜直接采取
罚款、拘留等执行措施，只能以劝导、
调解为主。但愿他们今后能将女儿的健
康成长放在第一位，妥善解决探视矛
盾。

（吴皆与/整理）

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
执行法官 陆大川

拿什么保护探视权？

本报讯 “我作为本案证人，保证
向法庭如实提供证言。如有意作伪证或
者隐匿罪证，愿负法律责任。”

近日，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人民法
院第三审判庭不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抢
劫、强奸罪案件。与以往庭审不同，该
案出庭作证的一名证人并没有直接出现
在庭审现场，而是在法院打造的证人作
证室内，通过视频屏蔽和改变声音等隐
蔽作证的方式，对被告人进行当庭指
证。这是宜宾法院系统首次启用证人出
庭保护系统进行庭审。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由于被告人谢
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存在异议，为
确保对案件的公正审判，法庭依法传唤
关键证人李某到庭作证，并运用现代化
屏蔽技术手段对其采取保护措施。庭审
过程中，证人在安装了“证人保护系
统”的证人作证室，对着镜头详细陈述
案发时的状况，与审判人员、公诉人、

辩护人及被告人进行“隔空对话”，进
一步还原案件真相。

证人作证保护系统是通过实现作证
室与审判庭的联网，让证人不用暴露外
貌、真实声音，在专门的作证室，通过
隐蔽外貌、改变声音等方式进行作证。
这不仅消除了证人直面被告人的后顾之
忧，也保护了证人的合法权益。据了
解，作为宜宾首批推进刑事庭审实质化
改革试点法院，南溪区法院通过启用证
人出庭保护系统，设立证人专用通道、
专门作证室，进一步落实改革工作的要
求。

南溪区法院工作人员介绍：“证人
保护系统的启用，对保证庭审在查明事
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上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南溪区法
院为促进和激励证人出庭作证、推进庭
审实质化工作的有益探索。”

(田书岑)

8月 16日清晨，山东省日照市东港
区人民法院、检察院的干警一同来到日
照市看守所，向未成年犯魏强 （化名）
送达判决书，为其办理缓刑手续，并送
其回到河南永城的家中。

魏强因多次砸车盗窃，公安机关抓
获归案后，东港区法院依法判决。在了
解到魏强的单亲家庭背景后，负责办理
此案的法官、检察官一致认为一判了之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回归家庭才能
更好地帮助其重回人生正轨。于是法检

两家一并联系了当地的社区矫正机构，
送魏强回到老家改过自新。

图①：法官到看守所宣判，释放在押的未成年犯魏强。
图②：车辆驶出日照看守所大门。
图③：在永城市社区矫正中心，法官指导魏强父亲填写保证书。
图④：法官向魏强解读社区矫正告知书。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8月19日，为了打击“老赖”，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利用休息日开展突击执行，
共查找被执行人45人，找到并带回法院19人，拘留7人，执结案件9件，和解并撤回2
件，结案标的额53万元，查封房产2处，化解信访件1件。图为当日上午一桩执行案
件现场。 张英灿 摄

本报讯 日前，某保险公司在一
保险纠纷案件中滥用案件管辖异议
权，被湖北省浠水县人民法院查证
后施以处罚，罚金 20 万元。这是该
院对滥用诉权行为作出的首次处罚
决定。

原告周某与被告某保险公司保险纠
纷一案，浠水县法院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立案，被告保险公司于4月25日提出
管辖异议申请，法院于5月17日作出驳
回裁定后被告未上诉，并参加了6月29
日的案件庭审。审理中，原告因未提交
证据原件申请撤诉，并于7月19日再次
起诉。期间，被告再次以同样缘由提出

管辖异议。
法院认为，民事诉讼活动应当遵

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有真实陈述
的义务，也有促进诉讼的义务，不得
故意无理由申请管辖异议，以规避相
应的诉讼秩序。本案被告某保险公司
属滥用管辖异议权，浪费司法资源，
扰乱了法庭秩序，妨碍了审判活动的
正常进行。

据此，法院依照民诉法对该保险公
司作出罚款 20 万元的决定。处罚后，
被告保险公司积极履行了案件当事人的
赔偿义务。

（黄露露）

浠水法院对滥用管辖异议权行为开出罚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