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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踊跃来稿

近日，河南省桐柏县人民法院法官来到桐柏县城郊乡某
村，对一起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案件进行巡回审理。

原告陈某与被告柳某签订了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内承
包山坡的附属物补偿款及土地征收补偿款归原告。几个月后
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经过陈某转包的山坡一带，陈某认
为修建的高压电线基架占用了其所承包的土地，应按照合同
约定由他获得相应的补偿款，而柳某却认为该基架所占土地
并没有建在自己转包给陈某的山坡上，他也并没有获得补偿
款。两人就当时合同所约定边界线产生了争议。

桐柏法院受理该案后，为进一步查明争议边界划分，承
办法官找来原被告双方到争议山坡进行现场指认，并对周边
环境进行现场勘查。因山坡地处偏远，从法院到现场不仅要
坐车行驶近半个小时的山路，山坡下还有一条河流，车辆无
法通行，需要蹚河过去，过了河还需要步行三四里地的山
路，为避免当事人来回奔波，法官在勘查现场附近的竹林里
就地进行了开庭审理。

图①：法官蹚河前往勘查现场。
图②：勘查高压电线基架现场。
图③：当事人指认分界线。
图④：巡回审判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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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0 日一大早，家住安徽省
蒙城县坛城镇芮集村某庄的汪阿
龙，在家人的陪伴下，将一面写有

“二十春秋漫漫维权之路，异地执行

彰显司法公正”的锦旗，送到了濉
溪县人民法院五沟人民法庭，再三
向我示谢。

1998 年，年仅三岁的汪阿龙因
车祸不幸失去了左臂。其父母将肇事
方周胜美、周王平父子俩起诉至蒙城
县人民法院。1999年3月，蒙城县法
院作出了被告周胜美、周王平赔偿汪
阿龙 115120.7 元的判决。判决生效
后，周胜美父子没有履行判决赔偿义
务。因周胜美父子家住濉溪县五沟镇
童亭某村，1999 年 10 月，蒙城县法
院遂委托濉溪县法院五沟法庭执行该
案。

在我来五沟法庭工作之前，承办
该案的执行法官多次奔波，穷尽执行

措施，因被执行人周胜美父子无财产可
供执行，后来，终结了本次执行程序。
就这样，近二十年过去了，申请执行人
汪阿龙迟迟拿不到该笔赔偿款。

2016 年，汪阿龙靠自己的努力考
上了研究生。因学费支持不足，家人愁
眉不展。2017 年学校放寒假后，汪阿
龙再次来到五沟法庭，申请恢复执行。
按照法律规定，五沟法庭当天给予立
案，恢复了执行。我接手该案后，通过
人民法院网络查控系统，查询到被执行
人名下有一辆机动车，遂通过淮北市公
安局车管所对该车进行网络查封。后
来，我四处查找，始终不见该车踪影。
无奈，6 个月的案件执行期限到期后，
我终结了本次执行程序。

虽然终结了本次执行程序，但我一
直认为被执行人有能力履行赔偿义务。
因此，我没有放弃对该案的执行。8月
8日，濉溪县法院再次及时恢复了对本
案的执行。随后，我多次和其他执行人
员一起顶烈日、冒酷暑，到周胜美父子
的家中了解情况，释法析理，讲明汪阿
龙的家庭、求学学费不足、身体等情
况。功夫不负有心人，经多次情理法的
讲解，周胜美父子最终同意履行赔偿义
务。很快，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和解协
议：周胜美父子一次性付给汪阿龙 11
万元，剩余款项汪阿龙不再追要。

8月30日，汪阿龙在五沟法庭拿到
了11万元执行款，该案得以执结。

方 好 文 灿/整理

11万元执行款20年终执结

安徽省濉溪县人民法院五
沟人民法庭庭长

陈龙军

本报讯 （记 者 程 勇 蔡
蕾 通讯员 黄培英 汪建民） 近
日，湖北省麻城市人民法院向失信被
执行人冯某发出了限制高消费令，限
制其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这是
该院发出的第一份对“老赖”子女就
读高收费私立学校限制令。

申请执行人周某与被执行人冯某
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立案后，承办法
官多次督促被执行人冯某主动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但冯某拒不
履行。麻城法院依法将其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库。今年 7 月，周某向承
办法官反映，冯某的子女在麻城市某
私立学校就读，该私立学校收费远远
高于公立学校。承办法官经调查查实

后，认为冯某的情形符合《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
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七）项：“子女
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的规定。但考虑
到正值暑期，离秋季开学还有一段时
间，承办法官决定先将限制被执行人高
消费的法律规定和违反限制高消费令
的法律后果告知冯某。但直至秋季学
期开学前夕，冯某仍未按法院的通知
到法院履行或与申请执行人协商。

承办法官向法院领导报告案情得
到批准后，向冯某发出了限制其子女
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令，并向某私立
学校和麻城市教育局分别发出了协助
执行通知书，限制冯某的子女就读高
收费私立学校。

麻城法院发布限制高消费令
首次限制“老赖”送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靠前指挥 强力推动 充分保障
——江西抚州党委政府支持法院解决执行难纪实

陈剑波 元春华

““法行基层法行基层””好新闻竞赛好新闻竞赛

面对纷繁复杂的执行难，地方党
委政府需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江西
抚州党委政府给出了“十二字”答案：
靠前指挥、强力推动、充分保障。

今年4月，江西省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尹建业在抚州调研工作时，对市
委市政府这一做法给予了高度肯定。

市委专项督查强力推动

“党委、政府要加强对法院执行工
作的领导和支持，帮助解决执行工作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对有关部门及领导干部干预执
行、阻扰执行、不配合执行工作的，必
须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2016年12月中旬的一天，抚州市
委常委会议室内，华灯初上，氛围热
烈，这是解决执行难工作协调小组正
进行热烈讨论。此前，抚州市委、市政
府以两办名义行文成立解决执行难工
作协调小组，确定36家市直单位和相
关职能部门为协调小组成员单位。

十天后，上面两句话出现在市委
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的《关于进
一步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工作的实施
意见》中。《意见》不仅强调了党委、政
府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领导和支
持，还明确了各协调小组成员单位及
相关市直单位在解决执行难工作中的
具体职责和任务分工。

随着两个文件的下发，抚州成为
近年来江西最早出台文件专题研究解
决法院执行难问题的地市之一。

今年 7 月，抚州市委督查室牵头
会同抚州市委政法委、市政府督查室、
市中院对落实《意见》推动法院解决执
行难情况，进行专项督查。

在52页的《督查专报》上，介绍督
查基本情况的有 5页，其余 47页主要
以表格形式对各地各部门协调配合解
决执行难情况，对号入座点问题、析原
因、促整改。

一位督查室干部表示，就本市各
地各部门配合法院执行工作情况开展
专题督查，这还是第一次。

党政“一把手”靠前指挥

“涉及解决执行难题的会议越来
越多，大大方方帮助法院解决实际困
难。”这是近年来一些干部参与过市县
党委政府重大会议的最深印象。

仅今年以来，抚州市委常委会3次
研究执行工作，市委书记肖毅对解决执
行难工作先后作出4次批示。市委政
法委将解决执行难作为2017年全市政
法工作“十件大事”之一，先后听取法院
解决执行难工作汇报6次，协调解决重
大难题32个。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
建林多次听取市中院执行工作汇报，多
次对执行工作作出批示。

一些重大复杂执行案件，抚州两级党
委政府等主要领导还靠前指挥，亲力亲
为，促成有效处理。资溪县委书记吴建华
在当地申延养兔厂现场办公，协调解决案
件执行和基地搬迁后的遗留问题。南城
县美梦斯公司系列执行案，由于无证导致
资产变现难，县政府领导亲自协调，引进
外资，协助办证，当事人同意变卖资产结
案。崇仁县江西新瑞公司执行案，经县政
府再招商投资得到成功化解。金溪县委
政法委书记亲自化解了5起涉民生积案。
广昌县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成立专门工
作组，协调解决江西恒信天河国际大厦项
目93户购房户办理房产证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 1月至 8月，
全市党委、政府领导参与协调解决执行
难题 31次，涉及执行案件 35件，执行标
的额共计1.1亿元。

打击公职“老赖”绝不护短

在抚州，党委政府不仅以钉钉子精
神对各机关配合法院执行情况进行督
办，对机关单位与公职人员“老赖”也绝
不护短。

抚州市委组织部、市委统战部将干
部失信情况作为考察、推荐和评先的前
置程序。市综治办、市文明办将党政机
关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情况纳入综
治考评、文明单位评选要素范围，实行一
票否决。市文明办每季度发布“诚信红

黑榜”，公职“老赖”一个不漏。该市市场
监管局在企业登记系统嵌入失信被执行
人信息自动对比、自动提醒功能。

各县区积极发挥解决执行难工作协
调小组的作用，支持法院全面清理涉党
政机关及有关工作人员为被执行人的案
件。金溪县委政法委对 87 名党员干
部、公职人员拒不执行情况向各单位通
报。黎川县国税局熊村分局一副局长因
拒不履行被司法拘留 15 天。资溪县林
业局一干部因拒不履行被司法拘留 9
天。广昌县尖峰中学一教师因拒不履行
法院生效调解书被尖峰乡纪委给予党内
警告处分。

前不久，抚州两级法院在江西全省
率先完成集中推送执行案件信息任务，
先后向乡镇、街办等集中推送执行案件
2333 件 2486 人，发出司法建议书 157
份，一批公职人员被公开点名和约谈。

在纪律处分、媒介曝光、司法拘留等
强大威慑力下，不仅推动涉公职人员执
行积案的有效清理，也促进执行工作全
面开花结果。截至 8月底，抚州法院执
行实施类案件共新收4654件，同比上升
26.5% ，执 结 案 件 3055 件 ，执 结 率
44.74%，实际执结率 57.61%，同比增长
108.51% ，到 位 率 52.41% ，同 比 增 长
139.64%，抚州法院执行工作水平整体进
入全省前列，一些重要指标在全省排名
靠前，实际执结率、到位率在全省设区市
法院分别排名第1、第3。

本报讯 （记者 陈 伟） 山西
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年以来注重
拓展流程管理作用，应用于诉调对
接、交退费、送达、审判团队内部办
案等管理，不断提升审判质效。

据了解，晋城中院用流程管理推
动诉调对接，并在全市法院一体推
行诉调对接“6+N”工作模式。针
对 11 类简单民事案件，明确了诉前
调解工作的6个流程节点，即来有登
记、走带介绍、过程指导、结果回
复、经费保障、一案一卷，并配套
推出诉前司法鉴定程序，设置司法
确认、法院制作调解书、无争议事
实确认等 N 种方式，实现诉调有效
对接。

同时，用流程管理破解送达难
题。晋城中院设计了全新的、适用
于一审、二审、再审和执行程序送
达地址及送达方式确认书，规定由
立案庭确认原告、审判庭确认被告
或第三人的送达地址和送达方式，
送达地址及送达方式未确认的，二
审或执行不予收案，退还上一环节
补充完善。同时还明确电子送达适

用于送达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
之外的其他法律文书，为当事人诉
讼提供便利。自 7月 1日推行确认书
以来，自愿接受电子送达的当事人
占到37%。

晋城中院用流程管理实现诉讼费
一次性交退。设计了全新的预交（退
还）案件受理费通知单，在两级法院
的立案窗口开通网上银行转账、POS
机刷卡交费，通过优化流程管理实现
诉讼费交退由原来的 11 道程序简化
成了“一步”。将案件办理的整个流
程划分为诉讼材料处理、案件资料分
析、审理裁判、结案工作4个阶段15
个步骤，同时提炼出 16 个关键节点
绘制成流程管理表格，附于卷宗档案
袋背面，案件进行至每个环节皆由经
手人签字，使每个流转环节完成情况
一目了然、有据可查，实现团队有效
协作。

截至目前，全市法院审判类案件
结案率 70.09%，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10 个百分点，市中院受理再审审查
案件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41.9%，效果
明显。

晋城中院拓展流程管理提升质效
推行诉调对接“6+N”工作模式

9月1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一起提供劳
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维护了原告一家老小六口人的合法权益。该案经两次开
庭调解以及法官庭后多次耐心沟通，最终原被告达成调解协议。图为原告当庭
清点收到的10万元现金。

招子文 摄

深化仲裁与司法的合作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上接第一版 近年来，最高人民
法院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完善
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的整体
部署，在统一仲裁实务中财产保全有
关法律适用、支持自贸试验区进行仲
裁制度创新、实行仲裁司法审查案件
归口办理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进一步提高了我国仲裁司法审查专业
水准和办案效率，有力支持和促进了
仲裁事业发展。

刘贵祥表示，今年是中国国际商
事仲裁步入第七个发展十年的开局之
年，又值 《纽约公约》 对中国生效
30 周年，仲裁事业面临机遇和挑
战。最高人民法院将一如既往积极支
持仲裁制度改革，采取多项措施，
努力营造仲裁友好型的司法监督环
境，促进中国仲裁事业的健康发
展：一是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进一
步统一仲裁司法审查程序和裁判尺
度，深化司法公开原则，加强司法
与仲裁的衔接与沟通，有效保障各
方当事人参与仲裁司法审查程序的
权利；二是继续支持自贸试验区仲
裁机构依法开展仲裁制度创新，鼓
励自贸试验区积极组织社会力量参
与涉外纠纷解决；三是进一步加强
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仲裁司法审
查案件的数据信息集中管理平台，
为便利法官办案、确保司法公正提供
有力的科技支撑；四是加强“一带一
路”司法服务和保障机制建设，支持

当事人自愿选择仲裁等非诉讼方式解
决纠纷，提升中国仲裁机制的国际竞
争力和公信力，为“一带一路”建设
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刘贵祥表示，中国仲裁高峰论坛
的举办，对推动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制
度完善、助力仲裁事业发展、畅通便
利仲裁信息的国际交流，具有重要作
用，希望与会嘉宾能够充分利用本次
会议，畅所欲言，坦诚切磋，深入研
讨国际仲裁的新问题新趋势新挑战，
深化仲裁与司法的合作，为推动仲裁
发展、司法公正和世界法治文明进步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商务部部长助理李成钢，中国贸
促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副主任卢鹏起，全国律师协会
会长王俊峰也在开幕式上做了致辞。
据了解，此次论坛作为“中国仲裁
周”的主论坛，还邀请了联合国贸法
会亚太区域中心主任、迪拜国际金融
中心法院首席大法官、国际商会仲裁
院主席、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事仲裁院
前主席等作为演讲嘉宾。国内外主要
仲裁机构代表和有关国家法官、专
家、仲裁员、律师和工商界人士共计
400余人参会。

又讯 9月19日，刘贵祥还出席
了中国海事司法与仲裁高峰论坛，并
就“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加强中国
海事司法中心建设与海事仲裁中心建
设发表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