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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 婧） 9 月 1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最高
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最高人民法院会
见了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
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一行，并共
同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
法院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谅解备忘
录》。

周强对索尔海姆再次来访表示欢
迎。他说，中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
设和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中共十八大
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
中央领导下，将美丽中国建设作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环境立
法、执法、司法和公众参与等各项工
作取得长足进步，修改后的环境保护法
被公众喻为“长了牙齿的环保法”，环
保措施和政策更加严厉，生态文明建设
取得重要成就。人民法院积极发挥司法
职能，大力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
维护生态安全、促进绿色发展发挥了重
要作用。

周强对联合国及环境规划署为推动
全球在环境保护领域中所做工作及取得
成就表示赞赏。他表示，中国最高人民
法院高度重视加强环境司法领域的国际
交流合作，期待与联合国及环境规划署
进一步推动建立互访机制、分享各国环
境资源法律数据库、探讨合作建立全球
环境司法案例交流平台，在环境保护人
才培养、法官培训等方面进一步开展务
实合作，共同推动绿色发展，维护全球
生态安全。

索尔海姆感谢周强的会见，对中国
在加强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等方面取
得的成就感到钦佩。他表示，联合国
和环境规划署希望与中国最高人民法
院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交流合作，共
同分享有关环境和资源案例信息，推
动建立相关数据库，并加强人员交流
培训，共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可
持续发展。

会谈结束后，周强与索尔海姆共同
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谅解备忘录》。最
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见
和签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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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成都9月13日电 （记者 姜
郑勇 通讯员 崔 超）今天上午，四
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
社会通报全省法院“执行大会战”集中
行动的情况。

8月29日至9月1日，四川全省三
级法院开展了为期3天（即72小时）的
集中攻坚统一行动。全省法院总计出动
干警21530人次，出动警车4689台次，
执结案件 4230 件，执行到位 10.8 亿
元，集中兑付案款5.99亿元，拘传、拘
留 2108 名失信被执行人，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16人。邀请483名市县党委、人
大、政府、政协领导，352 名各级代
表、委员见证执行，17 个中级法院院
长、180 多个基层法院院长指挥调度，
246家各级媒体进行采访报道、现场直
播，刊发各类新闻稿件800多篇，社会
反响良好。

据了解，“执行大会战”集中攻坚
统一行动由四川高院统一指挥，全省中

基层法院全员参与，针对长期未结的涉
企业、涉金融债权、涉弱势群体、涉特
殊主体等重点类型执行案件进行集中清
理，确定不少于 1000 件案件进行集中
攻坚。依法实施集中约谈特殊主体，集
中搜查、查封、扣划被执行人财产，集
中腾迁腾退房屋土地，集中曝光失信被
执行人，集中拘传、罚款、拘留被执行
人，集中移送犯罪线索，集中审理、判
决拒执犯罪案件，集中兑现执行案款，
集中网络直播，集中新闻发布等 15 类
具体攻坚行动。

据介绍，“三级联动、统一指挥，
万人亮剑、千案攻坚”集中行动开创
了全省法院执行专项活动在“组织指
挥、参战规模、办结案件、兑现案
款、打击制裁、宣传报道”等多方面
的先例，多层次、全方位打造了四川

“联动大格局、司法大拜年、失信大
曝光、执行大会战”4 个执行工作品
牌。

四川晒“执行大会战”成绩单
本报福州9月13日电 （记者 詹

旋江）为推动全省法院扎实开展秋季执
行工作，确保如期实现两年基本解决执
行难目标任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今
天组织全省法院开展集中执行统一行
动。

福建高院领导和执行局干警在福建
高院执行指挥中心运用执行单兵系统、
网络视频连线等方式实时与各执行实施
现场连线沟通，形成统一指挥的可视化
远程执行调度模式。福建省委政法委、
省人大内司委、省发改委、省诚信促进
会有关领导，省执行联动单位代表、媒
体记者等在福建法院执行指挥中心通过
实时传输画面，观看了一线执行战况。
此次执行的实况，还通过网易直播平台

进行网络直播，200多万名网友实时观
看了集中执行现场情况。

据悉，去年以来，福建法院重点清
理“六类案件”，落实“十个一批”，破解

“十大难题”；在全省法院推广应用网络
查询“小帮手”软件，在全国率先研发网
络司法评估系统；加强执行大数据分析，
为解决执行难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与信息
服务；大力加强执行队伍建设，为解决执
行难提供坚强保证，执行工作取得了明
显成效。今年1至8月，福建法院共新收
执行案件18.62万件，执结12.49万件，同
比分别上升16.43%和15.25%，执行到位
标的额123.5亿元。去年以来，共清理执
行积案49.85万件；清理执行案款79.3亿
元，发放64.27亿元。

福建吹响集中执行冲锋号

古为今用 定分止争
——安徽安庆法院运用传统文化走出解纷新路

本报记者 周瑞平 本报通讯员 黄 锋 李汝鹤

创新社会治理 护航平安中国

安徽省望江县人民法院将家喻户
晓的“三孝文化”运用于家事纠纷化
解；桐城市人民法院借用“六尺巷”典
故，创建“六尺巷调解工作法”，打造具
有地方特色的法治宣传品牌；宿松县
人民法院依托传统“乡贤文化”资源，
借助“新乡贤”化解矛盾纠纷……安徽
省安庆市两级法院从得天独厚的传统
文化中汲取智慧，大力弘扬“本土基
因”，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走
出一条化解矛盾纠纷的新路。2016
年至2017年8月底，全市法院共审结
各类民商事案件55584件，调解撤诉
36679件，调撤率65.99%。

望江县历史上流传着二十四孝传
说中“王祥卧冰求鲤”“仲源掩雷泣
墓”“孟宗哭竹乞笋”三大孝感天地
的故事。望江法院利用地域性孝爱传
统文化，专门成立“三孝文化法官调

解工作室”，将“三孝文化”中倡导的
孝道、感恩、责任、诚信、友善、和谐
理念，运用到家事、相邻纠纷等案件办
理中，贯穿于矛盾纠纷调处全过程，推
动案结事了人和。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总
结出“三孝文化调解工作法”：以本土
文化为切入点，用三孝典故教育人；以
辨法析理为着力点，用情理法交融引导
人；以定分止争为关键点，用传统孝义感
化人；以公平正义为根本点，用文明和谐
号召人，积极倡导“小孝持家、中孝敬业、
大孝爱国”的现代孝德孝义。由于孝道文
化深入人心，有60多万人口的望江县，
近4年来只有15件赡养、扶养纠纷诉讼
案件，在法官的努力下，全部案结事了
人和，弘扬了传统孝道美德。

76 岁的盛英寿老人因老伴患肿
瘤，花费了近7万元医疗费，不满养子
盛敏友分文未付，将他和亲女儿一起告

上法院，要求两人支付赡养费、分担
医药费。法官胡文根查明，盛敏友对
养父母向来偏袒亲生女儿心怀不满，
加上其妻身患多种疾病，一双儿女上
学开支又大，一家四口三人吃低保，
家庭困难重重。面对这起特殊的赡养
案，法官用“王祥卧冰求鲤”的故
事，劝导盛敏友夫妇养育之恩大于生
育之恩，破除他们赡养父母只是亲生
女责任的心理，明确告知他们必须履
行法定义务。同时联合乡镇、社区干
部，为两个家庭解决困难，送去关
爱。从小在学校接受孝爱教育的盛敏
友的大女儿，高考前夕给法院送来一
封保证书，今后她愿意承担赡养爷爷

奶奶的责任，一时成为美谈。
桐城法院汲取“六尺巷”典故

的智慧和博大精深的思想，总结出
具有鲜明特色的“六尺巷调解工作
法”，出台《六尺巷调解工作法实
施意见》，制定操作规程，要求人
人会讲“六尺巷”故事，人人会用

“六尺巷调解工作法”，做到在诉前
诉中诉后三个环节，立案、审判、
执行三个流程全覆盖，引导启发当
事人“礼让谦和、和睦相处”。在
孔城法庭设立六尺巷调解工作室，
建起“六尺巷”文化墙，图文并茂
宣扬和谐礼让的处世之道和做人美
德，通过以情动人、以理以法服
人，化解了大量的矛盾纠纷。桐城
市委政法委专门推广桐城法院的

“六尺巷调解工作法”，全市综治单
位将“六尺巷”调解法融入到多元
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中，引导市民
依法维权，倡导和谐礼让，将矛盾
纠纷化解在基层，推进平安创建工
作，提升群众安全感，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

本报北京9月13日电 今天，全
军法院院长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
别是“7·26”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
习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全国高级
法院院长座谈会精神，对贯彻落实中央
司法体制改革精神，全面深化军事法院
司法体制改革作出部署。

会议强调，各级军事法院要深入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法治思想，始终把
握改革的正确方向。要牢牢牵住司法责
任制这个“牛鼻子”，健全完善权责统

一的司法权运行新机制，扎实推进以审
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构建人
力与科技深度融合的司法运行新模式；
要全面加强队伍建设，为改革奠定坚实
基础，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会议还讨论了解放军军事法院研
究制定的关于落实司法责任制等改革措
施的意见稿。

解放军军事法院院、庭领导，各战
区、总直属军事法院院长，各基层军事
法院院长共50余人参加会议。

（司凤光）

军事法院部署深化司改工作

为了方便八旬老人诉讼，近日，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法院第三人民法庭法官
和书记员带着巡回审判设备，徒步五公里山路来到老人家中，搭起简易法庭，
公开审理原告袁大爷诉被告崔婆婆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法官考虑到袁大爷和崔
婆婆均已年过八旬，且袁大爷双腿残疾，无法行走，决定上门审理此案。图为
庭审现场。 许世雄 徐平艳 摄

本报讯 （记者 冀天福 通讯
员 杨 帆） 9 月 6 日至 8 日，河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举办全省法院党建工
作培训班，河南高院机关党支部书
记、各中院和基层法院主抓党建工作
的院领导和党务骨干等280余人参加
了培训。

河南高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立勇
就进一步加强全省法院党建工作批示
强调，各级法院党组要始终把抓好党
建作为最大政绩，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为契机，坚持“抓党建带队
建促审判”工作思路，聚焦法院党建
工作核心任务，努力打造党性强、作
风正、懂业务、有能力的高素质党务
干部队伍，以务实创新精神推动法院
党建工作持续深入开展，为人民司法
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和

组织保障。
培训期间，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政

治部、河南省委党校的有关同志结合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
是“7·26”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作了专题辅导报
告；河南高院刑三庭党支部、郑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焦作市中级人民法
院、巩义市人民法院、平顶山市石
龙区人民法院、长葛市人民法院、
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方城县人
民法院杨楼人民法庭党支部等8个单
位作了大会交流发言；参训学员在
分组讨论时就司法改革背景下如何
加强和改进法院党建工作进行了深
入探讨，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和建议；全体学员还实地观摩学习
了新密市人民法院党员活动阵地建
设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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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党性强作风正懂业务有能力的干部队伍

河南法院党建工作者集中“充电”

本报萨格勒布9月13日电 12 日
至 13 日，克罗地亚总统基塔罗维奇、
总理普连科维奇在萨格勒布分别会见到
访的习近平主席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孟建柱表示，中克建交 25 年来，
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成
果丰硕，两国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健
康稳定发展。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同克罗

地亚的关系，愿继续密切高层交往，对
接发展战略，共建“一带一路”，推进
经贸等领域务实合作，并在反恐、打击
跨国犯罪等方面深化执法安全合作，为
双方共同发展提供安全保障，造福两国
和两国人民。

基塔罗维奇说，克高度重视发展与
中国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坚定支持和
积极参与“16+1合作”，期待深化双方

政治、经济、人文、地方等领域交流合
作。两国安全合作空间广阔，双方应携
手应对地区热点问题和恐怖主义、跨国
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

普连科维奇说，克中在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经贸等领域合作潜力很大，两
国执法安全部门签署的联合警务巡逻谅
解备忘录有助于克吸引更多中国游客。
作为欧盟成员和中东欧国家，克愿发挥

本国区位优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和“16+1合作”。

访问期间，孟建柱还与克执法安全
部门负责人举行会谈会见。

中国驻克罗地亚大使胡兆明、中
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白少康、公安部副
部长李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董海
舟、外交部部长助理李惠来参加上述
活动。

克罗地亚总统、总理会见孟建柱

9月13日，克罗地亚总统基塔罗维奇在萨格勒布会见到访的习近平主席特
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夏永军 摄

9月12日，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在萨格勒布会见到访的习近平主席特
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夏永军 摄

图为周强与埃里克·索尔海姆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
院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谅解备忘录》。

孙若丰 摄

要闻简报

□李克强主持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 听
取国务院第四次大督
查情况和重点政策措
施落实第三方评估汇
报 持续狠抓重大决
策部署落实促进经济
发展和民生改善取得
更大成效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