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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睢阳法院实现集中执行常态化
2017年集中执行52次 执行到位标的额达1.2亿元

本报讯“出发！”近日凌晨 5 点，
随着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执
行局局长王青田的一声令下，该院全
副武装的执行干警兵分两路迅速出
击，拉开了“拖欠农民工资集中执行”
专项行动的序幕。

此时，天还未亮，寒气逼人。
“我们是法院的，这是我们的证

件……”行动开始 20 分钟后，还在睡
梦中的被执行人赵某被执行干警抓了
个正着。

李某与赵某劳动报酬纠纷一案，
睢阳区法院判决赵某偿还李某 2 万
元。判决生效后，赵某玩起了“躲猫
猫”，长期躲避执行。在被睢阳区法院
依法带回后，经过办案法官的耐心劝

告，赵某最终履行了义务。
据了解，在当天的集中执行行动

中，睢阳区法院共出动警力 35 名，抓
获“老赖”7人，扣押车辆2辆。其中，2
人迫于压力履行了义务，执行到位标
的额123.7万元。

据王青田介绍，2017 年以来，睢
阳区法院紧紧围绕基本解决执行难问
题工作目标，不断加大执行工作力度，
形成了常态化的集中执行工作机制，
一些长期躲避执行的“老赖”被打击、
拘留，一批钉子案、骨头案得以执结。

2017 年 1 月中旬，为了确保申请
人的合法权益及时兑现，让申请人过
上一个舒心的春节，睢阳区法院开展
了为期 20 天的“春雷行动”专项执行

活动。
活动期间，睢阳区法院充分抓住

“老赖”回家过年的有利战机，通过除夕
会战、凌晨突击、冒雪执行等集中突击执
行，兵分数路查找“老赖”，顺藤摸瓜、围
追堵截，使一批长期在外的“老赖”在春
节返乡时被一举抓获，20余起执行积案
得以执结，8人被司法拘留，执行到位标
的额达130万余元。

2017 年为推动无执行积案先进法
院创建，4月1日，睢阳区法院开展了“飓
风行动”集中执行大会战。

这次集中执行活动中，该院用足用
好强制措施和手段，硬起手腕打击处
理。执行干警们全天候备战，常态化开
展周末、凌晨、深夜错时执行。短短 20

余天的时间内，共组织集中执行14次，
出动警力215人，强制拘传46人，扣押车
辆 15 辆，依法搜查 128 次，司法拘留 21
人，执行结案 119 件，结案标的额高达
1365.76万元。

同年8月23日，睢阳区法院再次刮
起集中执行风暴，经过周密部署和蹲点
摸排，活动当天，共成功拘传“老赖”11
人，司法拘留4人，6名被执行人主动履
行了义务，执行到位金额156.4万元。

“可以说，我们法院的执行活动，已经
形成了常态化的工作机制。”睢阳区法院
院长张慎祝说。该院在执行工作中，坚
持集中执行常态化的工作机制，以打击
拒执犯罪为抓手，针对执行积案、难案进
行集中攻坚，切实提高打击力度，让“老
赖”无处可逃，执行效果明显。

据了解，2017 年，该院共组织集中
执行活动52次，出动警力2000多人次，
拘传432人，拘留386人，10人因涉嫌拒
执犯罪被判处刑罚，实际执行到位标的
额达1.2亿元。

（余 萍）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肇庆市中级
人民法院与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协
同执行工作组会同高要区党委、政府等
执行联动机制成员单位人员共 200 多
人，对被执行人郑某位于汕湛高速征地
红线范围内的 16.4 亩罗汉松种植场进
行强制搬迁移植，确保了省重点建设工
程——汕湛高速（高要段）建设的顺利进
行。

本案强制执行的山地属高要区某
经济合作社，因省重点建设工程建设

需要，该合作社向高要区法院起诉要
求解除与被告郑某签订的承包合同。
高要区法院于 2017 年 10 月 23 日依法
作出一审判决，被告郑某应于判决生
效后自行清除其承包地所涉汕湛高速
公路（高要段）土地征收范围内的 16.4
亩林地上的罗汉松及地上附着物，将

该地返还给合作社。由于汕湛高速工
程建设时间紧急，经合作社申请，高要
区法院依法裁定对涉案林地先予执
行。该院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立案执
行，并于 11 月 20 日向被执行人郑某送
达执行通知书，限其在7日内主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但被执行

人拒不履行。
为了确保工程顺利推进，高要区法院

主动与上级法院、当地党委和政府汇报、
沟通，得到了各方的大力支持配合。有关
方面多次召开执行工作协调会，构建了推
进执行工作的立体网络。该院执行局积
极做好前期调研摸排工作、制订执行工作
实施方案、预防执行突发事件预案、邀请
人大代表见证等准备工作，确保执行工作
顺利进行。

（袁文瑛 梁月婷）

肇庆法院联动执行保障重点工程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三门县人民
法院与移动互联网终端“今日头条”合
作，利用大数据精准定位，向被执行
人周边的手机用户弹窗推送其失信信
息。当日，三门法院在“今日头条”
平台对首批 16 名失信被执行人信息进
行曝光。“今日头条”根据大数据分
析，锁定“老赖”周边5公里范围内的
所有手机用户，向其精准推送“老赖”
信息。

用户在手机上接收到“今日头条”
的弹窗推送后，点开就能看到失信被执

行人的姓名、身份证号、户口或居住
地、债务金额、执行依据、案由、高清
头像以及案情简介等信息。用户若知道
被执行人行踪或财产线索，可直接拨打
信息中载明的联系举报电话。

据三门法院执行局局长陈道长介

绍，首批 16 名失信被执行人是该院经
过筛选后名下有可供执行财产、具有履
行能力的失信被执行人，其中一人未履
行标的额仅3018元。截至目前，“今日
头条”共向 16 名失信被执行人周边的
13.5 万余人弹窗推送失信信息，1.6 万

余人点击阅读，200余人转发评论。
“随着信息化时代下法院网络查控

技术的提升，以及在推陈出新的强制执
行措施震慑下，不少‘老赖’纷纷主动
现身履债。本次与‘今日头条’合作曝
光失信被执行人，是三门法院又一次执
行创新。下阶段，我们将继续分批投放
曝光‘老赖’，不断压缩‘老赖’的生
存空间，全力打造全方位、立体化组合
拳，织就天罗地网，让‘老赖’无所遁
形。”该院院长汪勇钢如是说。

（毛林飞）

向周边手机用户弹窗推送失信者信息

三门法院适用大数据合围“老赖”

南陵全力维护家事案件弱势群体权益
2017 年 1 至 11 月审结案件 748 件 调撤率达 60.16%

““法行基层法行基层””好新闻竞赛好新闻竞赛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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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1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积极争取地方支
持，注重多部门协同配合，稳步推进省级以
下地方法院财物统管改革，财物统一纳入省
级管理，妥善化解了法院基建债务，经费保
障水平保持稳定增长。

一、规范资产整理，完善资产信
息

一是开展资产清查。全省各级法院成立
资产清查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周密部
署、全面盘点。通过清查，核实债权债务，
摸清“家底”，形成了专项审计报告，并依托
内网建立了法院系统资产管理群，宣传资产
管理有关规定，讨论资产上划工作中难点和
热点问题，为资产上划做好准备。

二是组织调研自查。组织全省法院资产
管理工作调研，通过调查问卷、座谈会、实
地走访考察等形式，全面摸查资产上划省级
统管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在资产数据上
划至省直资产管理系统后，积极帮助中基层
法院收集佐证材料，先后协调财政厅对65家
中级、基层法院的上划资产数据进行了修
正，为资产上划夯实了基础。

三是严格资产核实。资产上划统管后，针
对部分法院资产上划期间出现的问题，先后对
122 家中基层法院的资产信息进行核对和纠
错，并对40家中基层法院上报资产盘盈、资
产损失和资金挂账的损溢证据进行甄别确认。
根据审批权限对符合处置要求的资产核实事项
进行批复，督促上报资产核实申请的单位依据
省财政厅和省法院对资产核实的批复，及时调
整资产管理系统的相关数据并同步进行财务处
理，做到账账相符、账实相符。

二、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监督问
责

一是研究建立运行机制。主动协调省财政
厅相关部门，探索依托各中院建立三级管理体
系，形成湖北高院统一组织领导，中院分级负
责辖区法院、基层法院资产管理定人定岗的运
行模式，资产管理效率得到较大提高。

二是加强管理制度建设。依据省财政厅
修订出台的 《湖北省国有资产配置、使用、
处置管理办法》，结合省直资产管理系统和法
院工作实际，细化资产预算配置、使用、处
置、决算的具体流程，完善资产登记、更
新、处置、移交、出租、出借、盘盈、盘亏
等情况下的审批程序，形成 《全省法院资产
管理工作暂行办法》，使资产管理进一步精细
化、规范化。

三是完善监督问责机制。立足全省法院
实际情况，形成资产管理内部控制评价指
标，严格日常管理监督；依托年度资产管理
考评工作，进行资产绩效考核，促使问责常
态化；通过绩效考核及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奖励先进、鞭策后进，保证资产的安全性和
完整性。

三、创新管理手段，动态监管资产

资产上划后，针对系统资产日常管理工作繁重、地理范围广的问
题，借助法院内网即时通讯软件，建立全省法院资产管理群，通过资产
管理群平台及时发布消息、交流信息、答疑解惑和共享资料。针对时限
强的工作，及时进行网上工作进展通报，有力促进了下级法院完成工作
的主动性。资产的配置、处置等业务性的申报文件还可通过资产管理群
发送扫描件，实现公文流转网络化，提高公文运转速度，大大提升工作
效率。

四、加强队伍建设，确保资产管理精细化

针对部分法院没有及时配备资产管理人员和设置资产管理岗位，一
些非财务人员临时兼职，严重影响了资产管理工作正常运行的状况。湖
北高院每年举办一期全省三级法院资产业务培训班，组织资产管理人员
互相学习交流，并同时通过制定文件汇编、开办司法行政工作简报等形
式，加强财务业务指导，总结推广资产管理较好单位的先进经验和管理
模式，有效提升了资产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资产管理意识和资产管理
水平。

五、借助科技助力，促进财物统管

组织研发湖北高院财务集中监管系统，主要包括十大功能模块：基
础数据管理、账务管理、电子报表、出纳管理、财务查询与分析、网上
报销、案款管理、资产管理、行政事业单位内控监督评价、领导决策支
持。目前，基础数据、账务管理、账务查询、网上报销等模块已基本具
备试点上线要求，并将在襄阳中院、荆州中院、汉江中院进行试点运
行。财务集中监管系统进一步推进了全省法院内控机制建设，加强了上
级法院对下级法院财务指导和监督，提高财务管理质效。

“谢谢奉新法院执行局法官帮我
讨回这血汗钱。”胡某领到13余万元
的执行款后激动地说。近日，江西省
奉新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向 30 余名申
请执行人集中发放140余万元涉民生
案件执行款。据了解，奉新法院充分
利用岁末年初有利执行时机，积极拓
宽执行思路，主动强化执行措施，着
力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与百姓息息
相关的涉民生案件执行问题，并综合
运用说服、劝导、教育和惩戒相结合
的方式，力促被执行人履行义务。

张冀闽 陈明灿
翟因彪 费 晖 摄

集中发放
执行款

本报讯（记者 武新邦 通讯员
刘 连）自家事审判改革试点以来，安
徽省南陵县人民法院秉持公正与效率
兼顾的原则，坚持柔性司法，注重亲情
弥补和修复，切实维护家事案件中弱
势群体的合法权益。2017 年 1 至 11
月，该院受理家事案件 789 件，审结
748 件，调撤率达 60.16%，上诉率仅
1.87%,审结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 225
件，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

在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和支持下,
南陵法院的家事审判改革工作被列为
县级全面深化改革重点项目之一持续
推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支持、法院
主导、社会参与”的良好工作局面。在
根据证据认定家庭暴力事实的基础
上，2017年南陵法院依法发出人身安
全保护令 7 份。同时，进一步加强与

公安、妇联、各乡镇司法所、村委会等
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合作分工，切实
推进人身保护裁定执行机制落实到
位，及时对家暴受害当事人实施救助。

南陵法院采取“多元化解+内外
合力”，推进家事审判与综合治理工作
的对接。该院设立了“鲍作明法官工
作室”“张友兰法官工作室”，分别承担
家事纠纷的立案调解和复杂婚姻案件
的审理工作。同时，充分发挥社区网
格化管理的优势，推动基层组织积极
参与家事纠纷调解，以县法院的1 个
诉调对接中心、8个乡镇诉调对接站、
15 个村(社区)诉调对接点作为支撑
点，与各镇社会服务管理的网格体系
深度融合，全力打造“1+8+15+N”的
多元化纠纷解决的网格化机制。参与
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家事案件 207 件，
其中调解和好案件 109 件，尽量确保

在矛盾发生第一线就地化解矛盾纠纷，
把大量家事纠纷化解在诉讼前、法庭外，
让当事人更多地感受到家事审判特有的
人文关怀。

南陵法院推进“信息化运用+司法
为民”，创新家事审判便民措施。将“背
包法庭”推广应用于家事审判，通过把集
高科技、大数据、信息化于一身的“移动
数字法庭”装入“背包”，采用定点审理、
巡回审理等相结合的方式，打造一站式

“居家”法庭，积极把庭审带到群众身边，
带到群众家中。2017年以来，在辖区内
8 个镇，尤其是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的何
湾镇，运用“背包法庭”已成功调解案件
35件。

南陵法院打通“绿色通道+审执联
动”，维护家事案件弱势群体权益。对维
权类家事案件尽量实现快立、快审、快
执，最大限度地简化诉讼流程，节约维权

成本。建立符合财产保全或先予执行条
件的家事案件在家事审判业务庭与执行
局之间流转的快速绿色通道，充分发挥
审判与执行联动作用，切实保障家事案
件中的弱势群体权益尤其是老人、妇女
和儿童等的合法利益得以实现。

南陵法院注重“以案释法+职能延
伸”，引导人们树立正确婚姻家庭观。一
方面，着力打造“法官巧断家务事”的宣
传品牌，利用微信等新媒体讲述婚姻家
庭故事，制作完成反映家事审判工作的
微电影《领悟》，以案释法传播法治正能
量。一方面，积极组织家事法官进校园、
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广泛开展家事
审判普法宣传，重点解答婚姻纠纷、赡养
继承、子女抚养和家庭暴力等问题，形成
全社会关心支持家事审判的浓厚氛围，
引导人们树立正确婚姻家庭理念，着力
弘扬优良家风。

近日，内蒙古自治
区磴口县人民法院隆盛
合法庭在磴口县隆盛合
镇塔布村村委会进行了
2018 年 首 次 巡 回 审
判，对一起本村村民要
求确认村委会与另一村
民土地承包合同无效并
返还土地的案件进行开
庭审理，并邀请县级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
庭审，达到审理一案、
教育一片的普法效果。

石 磊 摄

⇨⇨上接第一版
目前，随着柳州市“一中心、六

个站点”的建立，“两级多点”的联
动调处格局已全面展开，将推动法院
与公安局、妇联、司法局、民政局等
17 个单位共建的家事审判“三员”
制度等多种联动机制更加有效地运转
起来。

1月9日，记者在柳州市家事纠纷
及未成年人案件联动调处中心看到，
在“惜缘工作室”里，心理咨询师鲁藜
作为心理疏导员，正与未成年人小亮

玩着“沙盘游戏”。
“法理+温情”“专业+老练”……全

市法院、17 个联动单位、165 名“便衣
法官”2017年共同交出了这样一份成
绩单：柳州市法院共受理家事案件
5860件，审结4836件，其中调解、撤诉
3236件，调撤率达66.91%。

“我们还将探索‘大数据+’审判
模式，搭建统一的数据信息共享平台，
让家事案件多元调处服务更方便、快
捷、专业。”柳州中院副院长闭文军表
示。（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