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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江西省赣州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与赣州市赣南
公证处举行了诉讼与公证对接合作协
议签约仪式。双方将强化诉讼与公正
对接，全面推进民商事领域纠纷案件
分流化解及公证程序前置对接工作。

根据此次对接合作协议，该院将
无纠纷或无诉讼相对人的继承案件、
可能化解的家事类财产纠纷案件、可
能化解的民间借贷类纠纷案件等案件

纳入非诉调解程序，由公证处派驻
法院的服务窗口及工作室的专职调
解员进行矛盾化解，调解成功后直
接进入公证程序；对调解不成的案
件则由公证处出具含有相关法律事
实和争议梳理的公证法律意见书，
并将相关案件材料移交法院立案。
此外，对接合作还将探索公证处协
助法院开展调查取证及执行文书送
达事务。 （潘昌辉 范赣丽）

【江西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

引入公证机构 分流化解纠纷

“百日清案”攻坚克难
——广西玉林福绵区法院执行工作纪实

丘耀辉 牟远峰

““法行基层法行基层””好新闻竞赛好新闻竞赛

【江苏淮安洪泽区法院】

借助“新乡贤”化解基层矛盾纠纷
本报讯 近日，一起拖了数月的

邻里纠纷，在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
民法院法官和“新乡贤”的共同调解
下，不到一小时，双方愉快地握手言
和了。

据了解，近年来，洪泽区各镇村重
点加强了以人大代表、劳动模范、道德
模范和优秀老干部、老教师、老法律工
作者为主体的“新乡贤”队伍建设。为
借助这支队伍化解矛盾纠纷，洪泽法

院积极与各镇、街道党委、政府联络，
将这支队伍纳入洪泽法院在各镇、街
道设立的审务工作站工作机制之中。

实践中，“新乡贤”队伍重点对
双方当事人进行情理、德化教育以
及心理症结疏导，努力在各类矛盾
和事态演变、激化之前“浇水、降
温、熄火”，最大程度促使其实现理
性回归或以更高的道德准则和姿态
去思考应对纠纷事件。 （吴国祥）

【河南郑州上街区法院】

信息化促执行提速增效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郑州市上

街区人民法院组织开展的“夏季雷
霆”专项执行活动落下帷幕。此次活
动，该院共执结各类执行案件 159
件，执行到位总金额 1242 万余元，
执结一批“骨头案”“钉子案”等疑
难案件，为年底全面完成基本解决执
行难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据悉，活动中，上街区法院全力
推进信息化与执行工作的深度融合，
建立了功能齐全的执行指挥中心、司

法网络查控室和司法网络拍卖室，实
现了执行案件信息全共享、执行网络
查控全应用、执行失信惩戒全联合。
执行指挥中心运用远程执行指挥、证
据资料传输功能，严格执行联动查询
使用规定，有效缓解了被执行人难
找、财产难寻等问题；运用执行单兵
系统等现代化办案手段对被执行人及
被执行人财产进行空中、地面全方位
追踪、侦查拍摄，确保评估、拍卖程
序顺利进行。 （游俊豪）

从事执行工作这些年来，我深切
地体会到，许多失信被执行人大都不
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不
到万不得已的最后时刻是不会履行义
务的。

胡某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
胡某长期从事建设施工承包工

作，曾有 40 余名农民工为其打工，

然而这些农民工辛辛苦苦干完活后却
没能拿到工钱，后来农民工们将其告
上法院，法院依法判决后，胡某仍拒
不履行。进入执行阶段后，胡某依旧
赖着不还钱。

胡某曾多次被告到法院，没有一
次痛痛快快主动履行的。由于已被多
次执行，胡某积累了不少规避执行的
伎俩，甚至认为只要法院找不到财产
最终拿他也没辙。因此，胡某早早就
把自己名下的财产悄悄进行了转移。

果不其然，经过多次查询始终没
能查找到胡某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

今年春节前夕，农民工们再次来
到法院催促我尽快执行，以便能拿着
工钱回家好好过年。

为赶在年前给农民工要回欠款，
腊月二十八晚上9点多，我再次来到
胡某家，将回家过年的胡某堵在家
中。在晓以利害后，胡某意识到这次

怕是“在劫难逃”了，为了能与家人一
起过年，胡某答应先给付4.9万元，剩
余 18 万元欠款年后分期偿还，并与申
请执行人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

虽然达成了执行和解，但胡某毕竟
是老奸巨猾的“老赖”，当时给付欠款
并不情愿，那和解协议他能遵守吗？对
此，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时间一天天过去，很快还款期限到
了，胡某不仅没还钱，人也失联了。坏
了，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由于
中了胡某的缓兵之计，案件执行再度陷
入困境。

尽管找不到胡某，但我并没有停止
对胡某财产的查找。今年5月，胡某因
交通事故再次成为一起案件的被执行
人，我也由此获知胡某名下有一辆轿车
的线索，遂依法对该车辆进行了查封，
并向其发出通知书限期三日内将指定车
辆提交至法院，同时明确告知其逾期拒

不履行将追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
严重法律后果，但胡某却置若罔闻，以
为不过又是吓唬吓唬罢了，因此仍拒不
执行。

由于以前一直未能查到胡某可供执
行的财产，因此始终无法追究其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的刑事责任，致使其长
期逍遥法外。这回查获了胡某的车辆，
对其追刑的条件已经具备，遂将案件移
交公安机关依法追究胡某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的刑事责任。当公安机关对
其采取刑事拘留措施时，胡某顿时傻了
眼，赶紧委托其子乖乖偿还了 18 万元
欠款。

生效裁判文书是被执行人必须履行
的义务，那些执迷不悟的“老赖”们一
定要吸取胡某的教训，法律不是儿戏，
切莫以身试法，否则必将付出沉重的代
价。 （于伯军/整理）

“老赖”，最后一刻怂了

天津市宁河区人民法院执
行一庭干警 贾立东

近日，由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宿迁
市宿城区人民法院联合组织的全媒体直播“百日
执行攻坚”抓“老赖”活动在宿迁市区举行。新
浪微博直播平台对执行活动进行了全程直播，活
动当晚有超过13万网友通过网络进行围观，新
华网、中国新闻网、现代快报、宿迁日报、宿迁
电视台等十余家中央及省市级主流媒体全程见证
执行过程。

执行当日晚7时，宿城区法院、宿迁市中院执
行干警集结完毕。随着执行总指挥、宿城区法院
院长耿辉的一声令下，全媒体见证执行抓“老赖”
活动拉开帷幕。80余名执行干警、2个直播小组、
十余名新闻记者分乘 17 辆警车开赴执行现场。
活动中，执行4G单兵系统实时向执行指挥中心传
送画面，执行指挥中心对执行现场下达搜查、拘
传、拘留、扣押等各种强制执行指令；直播小组通
过介绍案情、采访执行干警、拍摄执行现场画面等
形式，全方位向网友展示案件执行的全过程；部分
受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全程监督执行。

本次全媒体直播抓“老赖”活动，是宿迁法
院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全力解决执行难工作部署，
精准打击“老赖”的重大举措。此次活动涉及民
生类案件23件，其中5起案件的被执行人当场履
行了义务，涉案金额23.4万元，6起案件的当事
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传唤被执行人16人，并
对其中5人采取司法拘留措施，有力打击了“老
赖”的嚣张气焰，营造了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

图①：执行干警整装待发。
图②：部分受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全程

监督执行。
图③：执行法官向被执行人宣读拘留决定。
图④：集中对被执行人进行强制执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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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你好，我们是县法院
的，这是我的工作证，现在对你采取
拘留措施，跟我们走吧。”近日一天
深夜，河南省夏邑县人民法院执行干
警果断出击，将被执行人蒋某成功堵
获。

蒋某和李某因彩礼纠纷一案，
诉讼至夏邑县法院，经审理后，法
院判决蒋某偿还李某彩礼。判决生
效后，蒋某百般推诿，未按时履行
义务。申请人李某便向法院申请了
强制执行。

夏邑县法院执行干警经过周密部
署，蹲点勘察，终于在深夜将蒋某堵
获。此次抓捕行动的顺利开展得益于
夏邑县法院执行局的打击拒执小组
（以下简称打击组）。

打击组组建于今年4月初，堪称
一支“特别行动队”。为了使打击组
规范化、机动化、专业化，夏邑县法
院不仅在物资、装备上给予大力支
持，还专门抽调 10 名专业人员配备
到打击组，其中有法警和具有丰富办
案经验的法官等。

“我们是专业盯‘老赖’的。”
打击组组长李平介绍说。由于平时

办案法官案多人少，不能投入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跟“老赖”周旋。打
击组成立后，办案法官把拘留“老
赖”的手续办理好后，统一交到打
击组，由打击组集中采取行动，既
提高了效率又节省了司法资源。

除了人员配备专业化，打击组
还重视策略方法，跟“老赖”斗智
斗勇。

7月13日，打击组得到申请人反
馈称，外出躲了一年多的被执行人
杨某最近偷偷回了家。打击组成员
在前期侦查时了解到，杨某有兄弟3
人且住的距离很近，白天行动可能
会遇到亲属阻挠。

为了不打草惊蛇，打击组商议
制定了详细的方案，于次日凌晨采
取行动，一举将杨某堵获。

“打击组打出了人民法院的声势
和威严。下一步我们还要加大打击
力度，以铁腕手段治理‘老赖’。”
夏邑县法院执行局局长朱勇说。

据统计，打击组成立当月，就
堵获“老赖”65 人。成立近五个月
来，共堵获“老赖”200多人。

（李 凌）

夏邑法院“打击组”专盯“老赖”

本报讯 (记者 贾明会 通讯
员 刘 辉)“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凡负有法定执行义务的单位
及公职人员必须主动向县法院执行
局报告财产并主动履行裁判文书确
定义务……”近日，陕西省志丹县
人民法院在县广播电视台发布公告，
打响了围剿公职“老赖”的攻坚战。

长期以来，由于公职“老赖”社会
关系复杂，案件执行过程中各方面阻
力较大，执行效果不甚理想。为破除
公职“老赖”执行难这一积弊，志丹县
法院运用广播电视台发公告的形式，
敦促公职“老赖”履行义务，既起到了
警示公职“老赖”的作用，又达到宣传
法制、宣传诚信的积极效果。

【陕西志丹县法院】

借广电公告促公职“老赖”履行

自今年5月10日“百日清案”活
动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福绵
区人民法院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和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统
一部署，创新“三个一”工作机制，
重拳出击，攻坚克难，提前超额完成

“百日清案”任务。今年1月至7月，
福绵区法院共收执行案件 908 件，1
月至8月，结案828件，“百日清案”
期间结案率 91.2%，其中执行完毕
317件，28件长期未结案件已经清理
27件，另外1件处于拍卖程序中，清
案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简案速执繁案精执

“没想到申请执行不到一个月，
你们就把我们100多万元的血汗钱追
回来了，我代表他们感谢你们。”7
月 11 日，农民工代表汤某紧紧握着
福绵区法院执行局局长丘耀辉的手，
高兴地说道。

6月3日，福绵区法院在收到汤
某等121名农民工申请执行某公司追
索劳动报酬系列案件后，主办法官立
即对被执行人展开查控，发现被执行
人名下并无财产可供执行。该系列案

件由福绵区法院院长莫伟亲自挂帅，
通过多次约谈公司法定代表人，使该
公司在经营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在一
个月内分期支付了121名农民工的工
资100多万元。

去 年 以 来 ， 福 绵 区 法 院 创 立
“5+10+20”财产查控机制，即立案
后5天内完成财产查询、10天内完成
财产控制、20 天内进行分流，对有
财产可供执行的立即移送评估拍卖，
对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在充分听取
申请人的意见后终本结案，提高执行
案件办理效率。结合“5+10+20”财
产查控机制，配套成立财产查控组、
简案速执组和繁案精执组，对无财产
可供执行的案件由速执组出具相关法
律文书结案处理，对有财产可供执行
的案件由精执组执行，实现繁简分
流，执行效率得到较大提高。

惩治“老赖”不手软

“你好，是李法官吗？我这里是
福绵公安分局，你们移送的涉案被执
行人郑某抓到了……”

郑某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
被执行人，其通过恶意转移财产的方

式规避执行，经过主办法官到有关部门
查实，郑某涉嫌拒执罪，依法将郑某案
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去年下半年以来，福绵区法院执行
局联合检察、公安机关建立了协作机
制，形成合力，充分发挥了打击拒执罪
的惩戒功能，祭出了打击“涉拒执犯罪
案件”这一利器，促使打击拒执违法犯
罪行为成为常态化，对失信被执行人出
重拳打击。在“百日清案”活动期间，
福绵区法院共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5
件7人，涉案被执行人7人已归案，检
察机关审查起诉3件，法院依法作出判
决2人。同时，司法拘留3人，拘留后
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的1人。

“网拍+房贷”见成效

“没想到坐在电脑前点点鼠标，就
可以抢到玉林市城区的房，真是太方便
了，并且银行还能提供按揭贷款，超划
算！”6月16日，李先生来到福绵区法
院执行局办理网络司法拍卖相关手续时
兴奋地说。

在金某与宁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执
行中，福绵区法院依法对宁某位于玉林
市城区的自建房予以查封，并将该房产

信息发布到淘宝网拍卖平台。公告期
间，该院通过微信公众号、干警的朋友
圈等方式大量转发宣传，该房产吸引
了 3275 人次围观，有 4 人正式报名竞
拍并交纳保证金，经过 107 次出价，
最终以 237 万元成交，溢价高达 77 万
元。

长期以来，网络司法拍卖房产都
要求一次性付款，竞买被执行房产一
次性要付出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
这让较多有意向的竞买人望而却步，
造成网拍中占比较大的房产标的物流
拍率一直居高不下，严重制约了网络
司法拍卖工作的开展。为此，福绵区
法院大胆创新，今年 5 月，与中国农
业银行玉林市分行正式签署 《网络司
法拍卖房产个人贷款协作协议》，率先
在全市法院建立网络拍卖房产按揭贷款
工作机制，为竞买人提供融资平台，有
效解决司法房产拍卖中一次性付款难
题，提高了网络司法拍卖的参与率、成
交率、溢价率。

福绵区法院自今年3月正式进驻淘
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后，已有 40 个标的
物上架，网络围观次数超过 30 万人
次，成交金额逾 1000 万元，溢价率
10%左右，节省佣金20万元。

9 月 1 日上午，安徽省宿松县人民法院举行系列案件执行款集中发放仪
式，当场为36名申请执行人发放执行款9524万元。本次活动中发放的主要是
涉两起系列案件执行款，一起是园区某科技公司案，另一起是安徽某陶瓷公司
和关某系列被申请执行案。活动中，36名申请执行人从法院工作人员手中依
次领取了执行款。 陈 沛 朱 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