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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至12月2日，内蒙古自治区磴口县
人民法院在县人大、检察院、工商局、公证处工作
人员和电视台记者监督下，利用两天半时间，对一
起租赁合同纠纷案实施强制执行。

2005 年 12 月 6 日，案件当事人双方签订了
房屋租赁合同，由新源公司将其所有的位于磴
口县巴镇鑫牛商场一层租赁给益源公司用于经
营超市。益源公司一直占有使用租赁房屋，拖
欠新源公司租赁费 60 万元。法院经审理依法
判决被告益源公司给付原告租赁费60万元，并
限期搬出租赁场所的所有货物和设施，腾出鑫

牛商场一层所有房屋。判决生效后，被告拒不主
动履行生效裁判文书，原告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

11月30日上午9时，磴口县法院共出动39名
执行干警、执行指挥车2辆奔赴现场，依法实施强
制腾房行动，对涉案房屋内所有物品和设施进行清
点、登记，并全程进行录像存档。执行期间，遭到
被执行人益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某的阻拦。王某
辱骂、踢打商场负责人和法院执行干警，被强制带
离现场。法院依法对其采取拘留并处10万元罚款
的强制措施。

图①：执行干警和车辆准备就绪。
图②：执行干警对超市物品进行清点、

登记。
图③：对妨碍执行的被执行人法定代表

人进行司法拘留。

简出效率 繁出精品
——湖北随州曾都区法院案件繁简分流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程 勇 蔡 蕾 本报通讯员 罗 琴

““法行基层法行基层””好新闻竞赛好新闻竞赛

今年1至10月，湖北省随州市曾
都区人民法院受理各类案件 8716
件，同比增长 40.31%，以 27 名入额
法官计算，人均受案达到323件。如
何实现收结案良性循环，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曾都区法院
通过繁简分流改革，改出了曾都特
色。

搭多元化平台 诉前分流解纠纷

“感谢你，感谢你，没想到两天
就拿到钱了。”肖某激动地向何律师
道谢。

两天前，水电工肖某将一份民事
起诉状递至曾都区法院立案庭，状告
辖区内某英语培训学校欠其水电项目
安装款项 2.2 万元。因案件事实清
楚，争议不大，该案登记后，立案庭
工作人员立即与肖某进行沟通，询问
其是否愿意通过诉前调解解决，肖某
当即表示愿意。随后工作人员又电话
联系该培训学校的负责人罗某，说明
情况后问其是否愿意调解，罗某也同
意了。

该案分流到了律师调解中心，当
天，季梁律师事务所驻曾都区法院的
何律师便与肖某、罗某联系，约定调
解此案，第二天成功调结。

据了解，曾都区法院于今年9月

成立律师调解中心，成立后的第一周
就成功调解 10 余件案件。除了律师
调解中心外，该院还先后与妇联、保
监会、公安等部门联合设立婚姻家事
调解室、保险纠纷调解室和交通事故
巡回法庭，引进仲裁委、公证处设立
驻法院办事窗口，充分借助社会力量
化解矛盾纠纷，旨在让更多的纠纷化
解在诉讼之前。数据显示，今年以
来，该院各诉前调解平台成功调处案
件 1646 件，约 18.88%的案件在立案
前就实现了案结事了。

案件快审精审 诉中分流提质效

没有实施繁简分流之前，法官手
中简易、复杂案件混杂在一起，导致
部分简易案件因为排在复杂案件之后
审理而耽误当事人的宝贵时间。如
今，立案庭发挥关口作用，根据对案
件的初步评估选择其适用的程序。
例如由速裁团队和快审团队审理的
案件，采用以“要素式庭审”和

“要素式判决”为特色的类型化的审
判方式进行审理，一般两个月内就
能完成快审快结，部分案件甚至能
做到当日开庭，次日判决。今年以
来，曾都区法院速裁团队收案达到
1849 件，结案 1658 件，结案率达
89.67%。

今年5月，一起货款纠纷案件立案
后分流至简案快审团队审理。该案中湖
北某科技电子有限公司与某精密仪器有
限公司因货款纠纷，标的额高达713万
元。快审团队承办此案后先行组织调
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分期支付
原告货款。该案从立案到执行完毕仅用
时两周。

根据审判执行案件繁简分流实施细
则，该院还在精确测算人员、案件数量
和工作量的基础上，动态调整各审判团
队的审判力量，提升人案配比科学性；
根据案件繁简等相关因素，合理确定法
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配置比例，科
学界定各自职能定位及其相互关系，最
大限度地发挥审判团队优势。

数据显示，自2016年9月实行案件
繁简分流以来，该院共受理各类案件
12305件，结案9108件。在收案数同比增
加3822件的基础上，结案率上升了近5
个百分点，案件平均办理天数与分流前
相比缩短了约25.5天。

审辅事务分开 为员额法官减负

众所周知，送达是法院工作面临的
一大问题。曾都区地处随州市主城区，
审理的案件数量逐年上升，司改后，怎么
把法官从繁琐、沉重的法律文书送达工
作解放出来，专注审判工作，这是院党组

思考的问题。2016年7月，党组书记、院
长严贤超亲自带队到十堰、襄阳等地法
院考察学习，还多次主持召开专题会议
讨论研究，寻找破解之法。9月，该院成
立了诉讼事务中心，成立集中送达组解
决送达难问题。

“集中送达最大的优势，就是能整
合资源，提高效率。以前承办法官自己
负责送达，相互之间信息不共享，就可
能会出现同一个地方甚至同一个当事人
多次重复送达。现在，我们会根据受理
案件情况，提前统筹协调、规划线路，
最大限度节省时间和资源。”集中送达
组干警甘露说。自实行集中送达以来，
送达组不断创新送达方式，微信送达、
视频送达、与综治办合作委托网格员送
达……每天有效送达案件数量最多能达
到10件。

该院还将开庭、调解、判决、撰写
文书等归结为实质性审判事务，将材
料递交、文书送达、申请事项、异议
事项等程序性工作归结为审判辅助事
务，诉讼事务中心承担了送达、诉前
保全等辅助性事务，其余辅助性事务
由法官助理和书记员负责，让员额法官
专注审判。

“分流后，我们能把更多时间投入
到开庭、调解、判决、撰写文书上，是
切切实实为我们‘减负’。”法官纷纷为
审辅分流点赞。

①①

②② ③③

⇨⇨上接第一版 通过探索和推进专
业化的金融审判机构建设，提升金融
案件质量和效率。要探索建立金融审
判的信息化管理机制。通过对金融案
件数据的挖掘和利用，及时研判金融
案件特点和趋势，有针对性地开展调
查研究和应对。积极推进和完善金融
纠纷案件的多元纠纷化解机制，降低

维权成本，化解矛盾纠纷，防范金融
风险。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中国
审判理论研究会金融审判专业委员会
主任崔亚东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全
国法院金融审判领域的法官、理论界
和实务界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了会
议。 （李志刚）

⇨⇨上接第一版 王某的义举受到褒
奖，收到了1200元的奖金。

“这项举措让‘老赖’变成了过
街老鼠人人喊打、无处藏身，也使群
众更有热情参与到执行工作中来，改
变了法院单打独斗的局面。”县人大
代表、岐山县蔡家坡镇火车站社区书
记李玉波为此举竖起了大拇指。悬赏
公告受到群众的热烈回应，近400名
网友转发，关注人数超过了 7 万人，
40 余名群众提供了执行线索，执结
案件16件。

国庆假期，陕西关中地区的秋收
秋播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中。“你们
怎么知道我今晚回来？”10月4日晚
上11点多，益店镇某村失踪2年的被
执行人李军让偷偷回家种麦，没想到
刚到家门口就被在此蹲守的法官逮了
个正着。法官可不是“先知”，答案
是该院的执行联络员机制。

今年以来，岐山法院积极发展自
己的执行“线人”，聘请部分干部群
众担任执行联络员，协助法院送达执
行文书，负责向法院报告辖区被执行
人下落及财产状况等。执行联络微信
群成为执行法官与联络员信息共享平
台，只要发现被执行人行踪，联络员便
在群内留言，执行法官会以最快的速
度赶到现场。张某是该村的执行联络
员，在跟车种麦过程中听到被执行人
李军让电话联系拖拉机晚上种麦，立
即向法官进行了报告。因其提供了有
效执行信息，他得到了1000元奖励。

定制彩铃威慑大

“你已被陕西省岐山县人民法院
发布为失信被执行人，请你尽快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当被执
行人魏亚鹏在向朋友打电话时听到了
这样的彩铃，一下就蒙了。这几天，
他正联系两个客户投资一个项目，如
果让客户知道自己是失信人员，项目
肯定泡汤。于是，他放下手中所有的

事情，急忙来到法院，履行了3.6万
元的还款义务，央求取消为其定制的
彩铃业务。

今年 8 月，岐山法院给“老赖”
送上了一份特殊礼物，为其定制彩铃
业务，内容便是魏亚鹏听到的，别人
呼叫他时听到的内容为“您拨打的机
主已被陕西省岐山县人民法院发布为
失信被执行人……”，彩铃业务只有
在“老赖”全部履行法定义务之后方
能取消，自己赖账的事将通过电话传
遍生活圈，难怪失信被执行人听到这
样的彩铃提示音都顷刻“石化”。

“享受这项‘私人定制待遇’的
失信被执行人多是‘大老板’，他们
最怕让别人知道自己有诚信问题。”
岐山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张增录介绍，
该院精心筛选了 56 名符合条件的

“老赖”定制了失信专属彩铃，成为
陕西省较早采用此项措施的法院。

“这些诚信缺失的人还可能危害
他人，要给他们‘贴上标签’，使其
赖名远扬，避免更多的人被赖账。”
县政协委员赵恩强为法院的做法点
赞。

定制失信专属彩铃做法见到了实
效，6 名失信被执行人履行了义务，
5名被执行人和申请人达成了还款计
划，但仍然有一些被执行人选择更换
手机号码来遮丑，等待他们的将是法
律与诚信的双重制裁。张军刚被定制
彩铃后，暴跳如雷，叫嚣法院侵犯了
他的权益，还更换了手机号码。失去
了诚信，就失去了翻盘的机会，他原
来谈好的两个项目都对他亮起了红
灯。

“执行攻坚，既要内部挖潜，又
要外部借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到

‘大决战’中，使‘老赖’陷入‘人
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岐山法院院
长卫文杰信心满满，今年以来该院的
执结率同比提高13%，执行标的到位
率同比提升11%，执行标的额增加了
3000多万元。

⇨⇨上接第一版 研讨期间，各级法
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择优推荐报送研讨
论文468篇。论文作者既有各级法院
院长、政治部主任等领导干部，也有
政工干部和党务干部，还有在审判执
行岗位工作的干警，体现了参与研讨
活动的广泛性，体现了各级法院讲政
治、重党建的良好氛围。

本次研讨活动的获奖论文，紧密
联系人民法院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实
践，对人民法院党的政治建设、思想

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
设以及制度建设、反腐败工作等领域
的相关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主题
鲜明、观点正确，内容充实、分析透
彻，联系实际、针对性强，对于各级
法院加强党的建设具有较好的启发意
义和参考价值。最高人民法院将精选
部分获奖论文汇编出版，推动研究成
果的转化运用，充分发挥理论研究成
果对人民法院党建工作的指导作
用。 （李隆达）

对症施策治“老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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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