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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学习宣传
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

本报南宁12月6日电 中国-东盟
法学家联谊会暨中国-东盟法律论坛今
天上午在广西南宁召开。论坛由中国法
学会主办，主题为“深化法治交流合作，
共建共享‘一带一路’”。

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乐泉，广西壮族
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彭清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伟，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显明，司法
部副部长刘振宇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冀
平主持开幕式。

姜伟在致辞中代表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周强对论坛的召开表示诚挚祝贺，并
指出，近年来中国和东盟法律界交流合
作日益加深，高层互访频繁，各领域务
实合作不断加强，为优化区域合作法治
环境、深化“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和保
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建
设提供了有力法律保障和司法服务。

姜伟强调，中国法院愿同东盟各国
同仁一道，为“深化法治交流合作，共建
共享‘一带一路’”而共同努力，并提出
四点建议：一是凝聚合作共识，不断开
创中国-东盟国家间司法交流与合作
的新局面。二是提升合作水平，推动中

国-东盟国家间的司法交流与合作再
上新台阶。三是服务“一带一路”合作，
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相互配合、良性互
动的跨境纠纷解决格局。四是促进共同
繁荣，为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繁荣发展提
供更加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姜伟强调，只要凝聚各方共识，
继续按照积极务实、开放透明的合作
方式，加强务实合作，就一定能够共
同造福于中国-东盟国家和世界各国
人民，就一定能够为推动司法事业发
展和法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吴 笛 朱新林）

中国-东盟法学家联谊会暨中国-东盟法律论坛召开
王乐泉彭清华姜伟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图为岐山法院执行局干警为申请执行人兑现执行款。 任 莹 摄

为实现“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
执行难”的目标，陕西省岐山县人民法
院针对执行威慑不足及查人难、找物难
等问题，对症施策，持续压缩“老赖”
生存空间，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执
行真经”。

“岐山法院执行工作思路清、力度
大、办法活，取得了显著成绩，营造了
威慑氛围，体现了法院党组班子的担当
与魄力，群众非常认可。”在日前岐山
法院召开的解决执行难决战动员大会
上，岐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傅乃璋在会
上讲话。岐山县委政法委书记苏勤科评
价：“岐山法院执行工作成绩突出，党
委满意，群众普遍赞同。”

立体曝光靶向准

“他爹，你赶快把钱给人家吧，法
院把‘大字报’都贴咱屋门口了，娃都
大了，谁还敢给咱娃介绍对象？”9 月
12 日，当执行法官要将布告贴到故郡
镇黄家村村委会门口时，被执行人黄海
涛的妻子拦住了干警，流着泪打电话劝
说丈夫赶快还钱。

“在农村，有些被执行人不怕被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因为他们银
行没有存款，很少坐高铁、飞机，投资

置产的限制更是没有效果。”岐山法院
执行局局长朱文林介绍，对待这类失信
被执行人，“土”办法能解决大问题。岐山
法院将近千份执行公告张贴在各乡镇、
村委会、社区、车站、广场等醒目位置，还
对县城居住的109名失信被执行人在县
城中心广场电子大屏上滚动播出，让“老
赖”在其生活圈中露脸丢丑。

10 月 23 日清晨，岐山法院干警早
早来到该县青化镇物资交易会上，占地

“摆摊”，将11块执行展板一字排开晒
“老赖”，很快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这
是该院“老赖”巡展的一个缩影。

“这不是黑娃他爹吗？平时在村里
人五人六的，原来是‘老赖’，欠钱不
还，真不知道害臊。”群众议论纷纷。

将失信被执行人按片区制成流动展
板，串乡赶集搞巡展，哪里人多哪里
去，威慑效果十足。镇上赶集的人都是

“老赖”同镇、同村人，在乡亲们面前
“裸奔”真是丢人现眼。一些失信被执
行人得知被“展出”，连忙打电话要求
履行义务，央求法官将名字撤下来。

“中年下村组、青年上微信、职工
进企业、商人进店铺”是岐山法院“分
类施策、精准曝光”的顺口溜。年轻人
喜欢玩手机，微信朋友圈成为绝佳的曝
光台；商业信息是商铺和个体工商户的

“致富经”，《岐蔡商情》进入法官的视
野圈……

岐山法院在官方微信、微博上连续
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网友300多人

转发，关注人数超过了5.5万，70多人
留言，近 20 名跑路“老赖”履行了给
付义务；3 万余份 《岐蔡商情》 曝光

“老赖”，4名做生意的失信被执行人受
到冷遇，被迫履行了法律义务。

该院分管执行工作的副院长杨恩科
深有感触：“以前‘一刀切’式的曝光
应者寥寥，现在‘分类施策、精准曝
光’一呼百应，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
应，支持执行、协助执行的舆论威慑氛
围正在形成，越来越多地被执行人选择
自觉履行义务，案件自动履行率同比提
升了16%，执行工作呈现出新的态势。”

悬赏公告合力足

“喂，是岐山法院吗？我要举报。
你们发布的悬赏公告中第三个的“老
赖”在蔡家坡朝阳小区 17 号楼居住，
平常出门还开一辆车。”在岐山法院发
布悬赏公告的当天，就有群众向法院举
报。执行人员立即出动，将被举报人堵
在了租住房内。被拘后第二天，家人履
行了还款义务。

被举报人叫江鹏飞，系陕西省铜川
市王益区人，在岐山县承揽建筑装修工
程。2015年，他赊账购买赵某6万元装
修材料，未按期支付货款。该笔债务经
法院判决后进入执行程序，江鹏飞从原
租住处搬出，不知所踪，“点对点”查
询银行账户无存款，执行陷入僵局。今
年 6 月，岐山法院先后 4 次通过电视、
网络平台对近百起“四查”未果、执行
标的额大、被执行人失踪或可能隐匿财
产的案件发布悬赏公告，向社会征集执
行线索，并对举报人员给予执行到位额
1%至3%的奖励。 ⇨⇨下转第四版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对症施策治“老赖”
——陕西岐山法院执行攻坚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贾明会 本报通讯员 刘争远 刘永锋

本报讯 （记者 段春山 通讯
员 邵秋迪）日前，黑龙江省高级人
民法院召开了全省法院行政审判工作
暨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通报了
2017 年行政审判工作 10 项举措，发
布了 10 起典型案例。据了解，今年
以来，黑龙江全省法院共受理各类行
政诉讼案件 6700 件，涉及公安、城
建等 40 多个行政执法领域。法院积
极推动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
诉，今年4月至10月，全省被诉行政
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已连续5个月
超过90%。

据悉，黑龙江法院充分发挥行政
审判职能作用，全力助推法治政府建

设，推出了 10 项行政审判举措。今
年4月，黑龙江高院还下发通知，对
全省法院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
诉情况按月通报。省政府与省高院经
多次研究磋商，制发了《黑龙江省行
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规定》，被诉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取得了
显著成效。今年4月至10月，全省法
院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分
别 为 64.68% 、 86.82% 、 94.17% 、
96.83%、98.72%、99.03%和 98.41%。
截至10月，全省有14个地市或系统
法院单月出庭应诉率达 100%，其
中，有3个地市法院已经连续7个月
的出庭应诉率达100%。

本报讯 （记者 赵 霞） 12月
4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首个环境资源
保护法庭——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贺兰山环境资源保护法庭正式获得宁
夏回族自治区编办和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批准设立。此举是对中

央和自治区党委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服务生态立区战略和司法体制改革精
神的认真贯彻，有利于及时有效打击
生态违法犯罪行为，更好地维护贺兰
山生态安全屏障，为“生态立区”战
略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和法律保

障。
据悉，新成立的“贺兰山环境资

源保护法庭”将受理南至青铜峡市，
北至大武口区地域范围内的各类环境
保护案件。该法庭按照“三审合一”
原则，集中审理涉及环境资源类的民

事、行政、刑事案件，主要包括占用
农用地、非法采矿、非法采伐、非法
猎捕等各类案件和违法犯罪行为。同
时，为了服务好宁夏作为全域旅游省
区，该法庭还负责审理旅游区内涉及
的旅游合同、旅游服务、旅游消费等
民事案件，妥善化解旅游发展中的各
类矛盾纠纷，为打造全域旅游精品品
牌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目前，西夏区
法院已抽调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审判
人员组成环境资源审判团队，并计划
邀请环保专家前期指导观摩环境资源
类违法案件的审理。

本报讯 12月5日，河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卫彦明就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省高院机关
干警作专题辅导报告。卫彦明强调，全
体干警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切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
以崭新姿态、担当精神、务实作风推动
全省法院工作再上新台阶。

卫彦明强调，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国
家治理的新部署，做好首都政治“护城
河”，积极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格局构建，把平安建设和法治建设工
作做实。要以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宏伟蓝
图为指引，守住经济风险底线，为京津
冀协同发展提供精准服务，全力保障北
京冬奥会筹办工作，积极服务保障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护航全面深化改
革，把服务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建设工
作做实。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大力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
切实加强涉民生案件审判工作，加强环
境司法工作，做好司法便民利民工作，
把司法为民工作做实。要以推进审判体
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为目标，进一步坚
定改革方向，进一步推动改革的均衡开
展，加强互联网技术运用，把司法改革
工作做实。要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
化的法院队伍，抓好政治建设，加强作
风纪律建设，加强能力建设，不断强化
反腐败斗争，把从严治党从严治院工作
做实。

（史风琴）

本报长春12月6日电 （记者 王
洁瑜）今天下午，吉林全省基层法院院
长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培训班在国
家法官学院吉林分院开班，全省 80 名
基层法院院长将参加为期3天的学习培
训。吉林高院党组书记、院长寇昉为学
员作了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全面推进新时代法院工作实现新发
展”为主题的第一课。

寇昉强调，全省各级法院和全体法
官干警要把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切实抓紧抓
好、学深悟透。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就是要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的重要指
示精神，既要坚持整体把握、全面系
统，也要坚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做

到多思多想、深思深想、学深悟透、融
会贯通。

寇昉要求，基层法院党组书记、院
长，要坚定正确政治方向，进一步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要坚持服从服务大局，
牢牢把握“聚焦大局、服务大局、保障大
局”的职责使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
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
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矢志不渝抓好各
项改革部署推进落实，坚定不移推进司
法体制改革落地见效；要坚持全面从严
治党，切实把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
院、全面从严管理落到实处、抓出实效；
要切实发挥表率作用，坚持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讲党性、重品行，走在前、
做在先，树标杆、作表率。

本报讯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办公
厅印发通报，公布全国法院加强党的建
设专题研讨活动优秀论文评选结果。经
过逐级推报、初评筛选、专家评审，本
次研讨活动共评选出 120 篇优秀论文，
其中，特别奖5篇、一等奖10篇、二等
奖 20 篇、三等奖 30 篇、优秀奖 60 篇
（具体名单见人民法院内网网站）。

在全国法院系统部署开展加强党的
建设专题研讨活动，是最高人民法院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推进人民法院党
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开展研讨活动
的目的，旨在深入分析全面从严治党背
景下人民法院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任

务，认真查找当前人民法院党的建设存
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努力探索破解人
民法院党的建设重点难点问题的新思路
新措施，形成反映人民法院党建工作规
律、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成果，对
加强人民法院党的建设发挥思想动员和
理论引领作用。

今年 3 月，研讨活动部署开展以
来，全国各级法院高度重视，广大干警
积极踊跃参加，结合参考选题和工作实
际，认真调查研究，积极撰写论文。许
多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带头撰写提交研
讨论文，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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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推进行政首长出庭应诉
连续5个月出庭应诉率超过90%

宁夏成立首个环资保护法庭
“三审合一”模式守护美丽贺兰山

本报上海 12月 6日电 今天，
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金融审判专业委
员会暨 2017 金融中心建设司法论坛
在上海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专职委员杜万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杜万华指出，金融审判是人民法
院服务和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
要着力点。人民法院金融审判工作的
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正确处理实体经济
与金融的关系，依法支持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改
革，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经济体系而不懈努力。

杜万华强调，要以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作为金融审判的价值导向。要有
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拓宽实
体经济融资渠道，审慎对待金融创
新。对金融机构放松对放贷风险的评
估和分析，过度依赖公司股东、法定
代表人的个人保证，导致公司法上的

股东有限责任转化成实践中的股东个
人无限责任的问题，要加强研究和应
对。

杜万华要求，要把防范和化解金
融风险作为金融审判的关注重点。要
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
更加重要的位置，建立起科学防范、
早期识别、依法处置的金融风险防范
机制，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
法治体系。要高度关注互联网金融风
险的累积和防范。对涉嫌非法集资
的，要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予以重点
打击和防范。要加强对证券市场的金
融风险防范，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
行为，加强对证券市场投资者，尤其
是中小投资者民事权利的司法保护。
要密切关注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累
积和引发金融风险，依法支持对金融
机构和金融业务的有效监管。

杜万华强调，要把深化金融审判
工作机制改革作为加强和推进金融审
判的着力点。 ⇨⇨下转第四版

杜万华出席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金融审判专委会强调

明确指导思想 加强金融审判
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河北高院：院长为机关干警作专题辅导

吉林高院：培训班上院长讲授第一课

全国法院加强党的建设专题
研讨活动优秀论文评选揭晓

日前，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百日出击”集中执行专项行动正式启
动。专项行动对“老赖”实行连续作战，紧追不放，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共执行
案件36件，司法拘留7人，冻结、扣划被执行人银行账户17件/次，执行标的款
100余万元，20名申请人领取了执行款。

图为执行干警夜间行动中核实被执行人信息。
阮传宝 摄

人民法院报
官方微信二维码

本报福州12月6日电 今天下
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与阿里巴巴
集团在福州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共同开展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互联
网相关领域的技术与应用研究，全面
推进福建智慧法院建设。

据福建高院相关负责人介绍，福
建高院将以与阿里巴巴集团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为新开端，发展深化与阿里
巴巴集团的传统合作，充分发挥先进
信息技术优势，把科技生产力与司法
公信力结合起来，改进司法工作形
态，开创司法运行现代化新业态，为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
度、建成中国智慧法院提供福建经验
与福建模式。

据悉，近年来，福建高院紧跟现
代科技发展步伐，全省法院信息化建
设实现跨越式发展。建成大数据信息
资源体系，全量汇聚全省法院新世纪

以来的655万余宗案件7亿多个信息
节点；建成惠民共享的现代诉讼服务
体系，研发全国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ITC自助服务终端，并入选“砥
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全面公
开各类审判流程信息近7亿项；建成
协同贯通的跨域司法协作体系，创新
跨域立案模式并向全国法院推广，全
省完成跨域立案1.4万余件；建成精
准集约的执行信息化体系，创新执行
网络查控的福建模式，20 多项信息
化机制为全国首创，率先研发上线网
络司法评估系统，创新批量查询、自
动冻结、在线查控机制，完成网络拍
卖 3.98 万次，成交金额 212.2 亿元，
为当事人节约佣金6.36亿元；建成透
明可视的司法公开信息化体系，推进
审判流程、庭审活动、裁判文书、执
行信息、监督管理等五大司法公开平
台建设。 （周瑞壬）

福建院企合作推进智慧法院建设
实现科技生产力与司法公信力有效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