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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吐为快

极简版与加强版
□ 周陈华
“物质享受上的极简版，精神追
求上的加强版。徐坚强同志就是身边
的榜样！
”
当从我院已故员额法官徐坚
强的家中走出，
大家既感慨，
又感动。
2018 年 1 月 13 日凌晨 4 时 20 分
许，徐坚强法官突发心脏病不幸离
世，享年 55 岁。自 1989 年进入法
院，
他在司法战线一干便是 28 年，
直
至去世前 10 小时，
还在接待当事人。
为宣传报道好徐坚强法官的先
进事迹，我与两位同事共同采访了
他的家人。
可刚到他家中，就仿佛感觉时
间倒流一般。老破小区、老式装潢、
老旧家具，一台电冰箱竟使用了 20
余年……
一路采访，一路泪水；一路聆
听，一路收获。妻子早年下岗，可徐
坚强却不同意她去打工，只因家中
有父亲、岳父母 3 位 80 岁开外的老
人需要服侍……
“我从来就教育他，
‘生活享乐，
眼皮一耷；求知奉献，永无止境’，
要
他看到，社会上辛苦的群众还有很
多，
当知足常乐！
”
难掩白发人送黑发
人的悲怆，但徐坚强 81 岁的老父亲
对儿子的
“穷”
充满了支持和骄傲。
这与其说是采访，
不如说是一次
洗礼。在亲人的回忆中，
我们真切感
受到了好法官的标杆、
好家风的传承
和好作风的坚守，
这正是徐坚强法官
走后引发追思潮的
“密码”
所在！
前行是最好的告慰。作为后生
晚辈，我想，自己或许不能轰轰烈
烈，但做人一定要堂堂正正，干事一
定要兢兢业业，创业一定要扎扎实
实，要用初心和责任谱写出无悔的
青春篇章！

“情”与“法”的碰撞
□ 郑龙呈
自从 2012 年进入法院工作以
来，我所接触办理的案件已有 400
余件，越来越认识到，很多案件中，
“情”与“法”时常会有所冲突，如何
处理往往是一道两难的选择题。
2017 年 9 月，我办理的一起看
似简单的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
就让“情”与“法”
发生了碰撞。
毛老伯夫妇住在开化县林山乡，
两年前，
40 岁的儿子突然撒手人寰，
什么也没留下，
只有一只生前养的小
狗。老两口睹物思人，
从此与这只狗
同吃同住，
把它当亲儿子一样养。
时光飞逝，
小狗长成了大狗，
在
村子里“横行霸道”
，见人就吠、见狗
就咬，只因怜惜两位老人，村民无人
过多计较。去年 8 月，
这只狗竟咬伤
了同村人郑某的 8 岁孩子。郑某气
愤地找到老两口，除了赔偿孩子的
医 药 费 ，还 强 烈 要 求 把 这 只 狗 打
死。一听要杀狗，老人坚决不同意，
最后，郑某把毛老伯和老伴儿都告
上了法庭。
怎么办？如果一味坚守法理，
必然会加深两位老人的痛苦；如果
坚守情义，对受伤的孩子又是极大
地不负责任。
于是，我决定让双方坐下来进
行调解。一开始，原告郑某的态度
很坚决，不仅控诉这只狗给自己孩
子造成的伤害，并责怪老人太过纵
容恶狗。作为被告的两位老人听到
郑某的控诉，也意识到自己太过纵
容，对孩子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但
是，儿子去世后，
这只狗是我们唯一
的寄托啊。
”毛老伯抹着眼泪说。
听到老人的哭诉，又想到两位
老人孤苦无依，郑某的情绪终于缓
和下来。
最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郑某
同意减去部分医药费，并不再要求
将狗打死。两位老人也当即兑现了
赔偿款，承诺回去之后将狗进行圈
养，保证不再让它出来咬人。
望着郑某搀扶着两位老人一同
走出法院的背影，让我深切地感受
到什么是真正的“法律之情理乃法
律之灵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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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的离婚纠纷
司 法 大 数 据 专 题 报 告 显 示 ，2016 年 至
2017 年，全国离婚纠纷年度一审审结案
件量基本持平，2017 年为 140 余万件。
这些案件中，
73.4%的原告为女性。
近 3 年抽样统计显示，北京市朝阳
区人民法院离婚纠纷自 2015 年以来，女
性提起诉讼的比例接近 70%，基本与司

法大数据一致。该院民一庭副庭长孙
铭溪回顾自己所办案件说，
“这和女性
文化知识、经济能力、社会地位、家庭
地位的提升以及区域舆论的宽松都有
很大的关系。
”
在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虽然婚
姻 破 裂 高 发 期 仍 然 维 持 着“ 七 年 之
痒”
，
但离婚的
“主动权”
更多掌握在女
方手中。永定区人民法院城郊法庭庭
长阙周平办理的离婚案件，80%以上
的原告是女性。
“毋庸讳言，
现在的女性各方面都
不比男性差，
法律意识较强，
独立性也
较强，独立的经济让她们摆脱了男性

的束缚。可以说，
‘ 嫁鸡随鸡、嫁狗随
狗’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阙周平
说。
他进一步分析说，由于现在年轻
人大多外出务工，夫妻双方因工厂工
种的不同，大多无法在一起或就近上
班，造成夫妻天各一方，长年累月后，
夫妻感情逐渐淡薄，加之男方的大男
子主义和暴躁脾气较普遍，导致很多
女性忍无可忍选择离婚。
孙铭溪补充说，
随着社会的进步，
女性对于低质量婚姻容忍度更低，更
多女性敢于去追求有质量的婚姻，有
了更充分的重新选择的勇气。

潇

上海一中院：勇者无畏 攻坚执行
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走南闯北，常常离家在外连日奔波，机场和火车站是他们习惯性拍照留念的地标；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慧眼如炬，时时刻刻寻找着被执行人的蛛丝马迹，
“有无可执行的财产”始终在他们心
头萦绕。他们耐心周到，与焦虑不安的申请执行人一遍遍沟通；他们明察秋毫，让不讲诚信的被执行人无
处遁形；他们的雷厉风行让“老赖”们闻风丧胆，他们的付出也让“司法为民”庄严兑现，他们——就是上海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那些可敬可爱的执行法官！

■雷厉风行的“行动派”
今年 4 月，记者走进了上海一
中院执行局，这支连续两年荣获上
海法院集体一等功的执行法官队
伍，两年多来成功执结了一批大案、
要案、难案和关涉民生的案件。
记者看到，仅 2017 年，上海一
中院全年共收执行案件 2171 件，同
比上升 16.91%；结案 2149 件，同比
上 升 16.22% ；初 执 到 位 金 额 82.12
亿元，同比上升 129.71%；利用系统
查询财产线索 9250 次，发布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 468 条，限制高消费令
132 条，限制出境 68 人次，网拍成交
61 件，
成交额达 7.3 亿余元。
2017 年 8 月，上海一中院执行
局开展“百日奋战”集中执行活动，
执行局局长汤兵生的手机里接连不
断弹出新消息：
“报告局长，
我们已经到达现场
了。”
“吊车、卡车都已到位，随时准
备切割设备。
”
“一中执行”的微信群里，执行
小分队正以最快的速度实时汇报现
场的执行情况。
当天，上海一中院的执行法官、
法警与人大代表、陪执员等近 30 人
一起分赴上海闵行、奉贤等地进行
现场执行，先后完成了 20 余件大型
机器设备交接、股权及不动产查封、
拍卖前清场准备等事项。亲眼目睹
法院的“动真格”，那些”老赖”们明
白以往“能拖则拖”的办法不管用
了。
“你们必须履行，
否则我们将采
取强制执行措施！”出发前，执行法
官张华松在电话里义正言辞地告诫
被执行人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
“张法官，你们不用过来了，我
下午就去把钱交了。”被执行人回
答。
当天，全国首例证券支持诉讼
案的被执行人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犹豫再三后，
主动向法院缴款 320 万余元，14 名
申请人赔偿款全额执行到位。
“我们在今年 7 月制定了《上海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破解
执行难‘百日奋战’活动的实施方
案》，对‘百日奋战’
活动进行全面部
署，以加强执行强制措施的应用、提
升执行质效指标、推进并完善相关
执行制度等为工作抓手，实现全面
破解执行难目标。”汤兵生告诉记
者，在开展破解执行难“百日奋战”
的基础上，上海一中院又全力投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7 年底组
织的“上海法院执行会战 100 天行
动”，
成效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项专项
活动中，上海一中院执行局除执结
了一批大要案之外，同时对执行代
管款也进行了集中清理。
为有效落实执行规范化要求，
上海一中院在开展案款清理专项活
动中，对所有执行代管款进行集中
清理，严格实行“一人一案一账号”；
同时，对一些汇入该院账户但未明
确指明所属具体案件的款项即不明
案款彻底清查，在上海全市率先实
现不明案款清零，
真正做到底数清、
账目明。
面对执行过程中的一些棘手的
老案、难案，
上海一中院还制订了灵
活、高效的应对方案，不放过任何
“漏网之鱼”
。
“一方面，我们依法强势执行，
重视生道执行，既充分发挥强制威
慑力，穷尽查控措施，
又要在最大限
度兑现申请执行人胜诉权益的原则
上，让一些被执行企业‘力求其生，
力避其死’
。另一方面，
我们也定期
回头梳理，持续接力执行。对于承
办法官调离原执行岗位而未结的部

上海一中院赴上海自贸区强制执行。

分老大难案，做好梳理衔接和接力执行
工作。”汤兵生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在
备受关注的黄某集资诈骗执行案中，由
于执行涉及的财产分布广、产权乱、受害
人多，上海一中院的执行法官们连续 6
年接力，
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最终执行到
位 6000 余万元。
同时，上海一中院也高度注重保障
民生，力求化解矛盾。对于一些当事人
众多、关乎民生的案件，
该院采用领导包
案、制定预案等方法，
不断推动案件进展
与矛盾化解，如在一起涉及公司的刑事
财产刑案中，该院全额执行到位 6.9 亿
元，
并迅速发还给受害人。
据统计，自 2016 年以来，上海一中
院成功执结超过 5000 万元标的额的案
件 186 件，
执行到位标的额近 123 亿元。

■斗智斗勇的“多面手”
“你公司持有的相关股票已经被冻
结了，
如果你们继续拖延，
我们将通过抛
售股票偿还债务。
”上海一中院执行法官
对被执行人某资产管理公司发出最后
“通牒”
。
原来，某资产管理公司与某旅游公
司等发生了股权转让纠纷，上海高院发
出民事调解书，约定某资产管理公司向
某旅游公司等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等
共计人民币 3.1 亿余元。然而，调解书生
效后，某资产管理公司并未按月履行义
务，旅游公司等遂向上海一中院申请执
行。经调查，某资产管理公司完全有能
力清偿债务，却始终消极拖延、怠于履
行。
为使本案执行到位，上海一中院立
即击出“三记重拳”
，第一迅速冻结股票；
第二充分发挥“黑名单”威力，将其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第三以抛售股票方
式形成有力威慑。
面对法院的说一不二，资产管理公
司自知理亏，遂全额支付了 3.1 亿余元执
行款，
案件圆满执结。
“要充分发挥执行职能部门的主体
作用，
发挥千山万水跑线索、千辛万苦控
财产、千言万语做工作、千方百计想对策
的
‘四千’
精神，
攻坚克难，
建立一支高素
质、有战斗力的执行队伍。”上海一中院
院长陈立斌对执行法官的能力和素质提
出更高要求。
如何加强对具体案件的精准把握，
穷尽手段，刚柔相济，发挥主观能动性，
争取在最大程度上兑现胜诉权益？这无

龚史伟

疑考验着执行法官的工作智慧。
记者了解到，在上海一中院的另外
一起执行案件中，
执行法官运用了“放水
养鱼、生道执行”的方式，巧妙化解了难
题。
2013 年 11 月，上海某银行与某创新
孵化企业签订了抵押贷款合同，银行出
借 1.85 亿元给创新企业，由于创新孵化
企业逾期还款，
银行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
求其偿还本息。法院判决创新企业向银
行支付本金 1.79 亿元及逾期利息，但创
新孵化企业因内部资金问题迟迟未偿
还，
抵押厂房面临被拍卖的风险。
“如果厂房被拍卖，
我公司有可能因
资不抵债而倒闭，
大量员工面临失业，
后
果不堪设想。
”某创新孵化企业听闻厂房
即将被司法拍卖，
心里万分焦急。
考虑到被执行人的可持续偿付能
力、经济的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
定等多个维度，上海一中院经过多次研
讨，
最后决定采用“放水养鱼”
的方法，
给
予中小企业生存发展机会。
于是，执行法官召集双方当事人进
行协商，创新孵化企业表达了自己的还
款诚意，最后根据创新孵化企业的经营
状况和还款能力，双方协商制定了还款
方案，申请执行人同意免去创新孵化企
业的部分利息，创新孵化企业则积极履
行还款义务。最终，申请执行人得以受
偿，
创新孵化企业得以喘息，
维持了企业
的正常运转。

■推陈出新的“改革派”
“对于恶意利用执行异议妨害执行
的当事人，执行局和执行裁判庭需要共
同商讨、制定相关的制约、惩罚机制，联
手清除执行道路上的重重阻碍。”
在上海
一中院的执裁会商例会上，执行裁判庭
庭长周林安谈到了合作化解纠纷具体措
施。
2016 年 7 月，上海一中院举行了执
行机构改革宣布会，将原裁决组从执行
局内设机构中划出，以此为基础组建执
行裁判庭，负责诉讼程序中的涉执行诉
讼审判及执行程序中的执行裁决，同时
组建执行法警大队负责执行警务保障。
这项改革实现了裁判权与执行权相分
离，
对执行工作起到监督作用，
有助于执
行行为更加规范，
程序更加透明，
提高了
执行案件的公信度，保证了裁决的公平
性。
“分家”是为了程序更公正，
“会商”

摄

是为了工作更高效。此后，上海一中
院持续推进和完善执行工作机制改
革，
努力做好裁执分离的后续工作，
形
成了执裁会商的良好机制，执行局与
执行裁判庭进行多次协商，就执行异
议中的职权分工、破解执行难过程中
的执裁协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
确保了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有效
衔接。
除了继续推进执裁分离机制建设
外，上海一中院还深入研究并完善立
审执兼顾机制，通过建章立制确立了
工作规范，
提升执行工作效率。
2017 年 9 月，上海一中院制定了
升级版《关于加强立案、审判、执行兼
顾工作的若干规定》，根据该院审执工
作实际需求，
增加了部分实用性条款，
如点对点查控财产的衔接、电子送达、
静态证据调查和恢复执行的规范、审
执人员工作失职的责任追究等，进一
步推进破解执行难工作。
此外，
上海一中院还率先制定《执
行警务保障若干规定（试行）》，建立执
行法警大队统一送达市内文书、办理
简单执行事务制度，更好发挥执行法
警作用，
拓宽其工作领域，
分解执行人
员压力；
制定出台《财产保全操作实施
指引》，有效提高保全事务操作的统一
性和规范性；
同时，
由执行裁判庭对执
行异议与执行复议案件进行审查，实
现对本院及基层法院执行行为的有效
监督和规范。
据统计，2017 年上海一中院共审
结执行异议复议案件 149 件，撤改、发
回 20 件，
撤改、发回率达 13.4%。

■广泛借力的“拓路者”
“17 套房产整体网拍成功，成交
价 1.368 亿元，申请执行人的 6300 万
元执行款可以一步到位了！”2017 年
11 月 8 日一早，上海一中院执行局从
该院网络司法拍卖办公室得到这一令
人振奋的好消息。
在本次集中网络司法拍卖中，上
海一中院将执行所涉的位于北京的 7
套房产及与上述 7 套房产位于同一楼
层的浦东新区法院执行所涉 10 套房
产整体网拍。最终，这 17 套房产被竞
买人北京某公司以 1.368 亿元竞得，创
下该院开展网络司法拍卖工作以来最
高成交价格。
网络司法拍卖能够切实保障执行

的效率和质量，促进司法拍卖公
开透明，
实现当事人利益最大化，
是“互联网+”形势下破解执行难
的新思路。2017 年下半年，上海
一中院连续开展多场集中网络司
法拍卖，为确保公众能清晰了解
拍卖标的的大致情况，吸引更多
人参与竞拍，
前期通过公拍网、淘
宝网以及该院微信公众号等多种
渠道对拍卖标的进行公告，在公
拍网和淘宝网上多方位展示拍卖
标的，并由辅助机构在标的所在
地设立咨询服务站进行宣传。
在 2017 年 8 月 18 日的首场
网络司法拍卖中，
经过激烈竞拍，
参与拍卖的 15 件房产全部成交，
总竞价轮次 1667 次，平均每件竞
价 111 次，成交价格普遍超出评
估价，最终成交金额 9922 万元，
相比评估价溢价 10%，相比起拍
价溢价 57%。
鉴于网拍的优越性，上海一
中院迅速成立网络司法拍卖办公
室，设专人负责网拍的日常管理
和维护工作，
分工更加细化、专业
化。此外，该院还设立网络司法
拍卖推进工作小组，从全院层面
推动网拍工作统一管理与常态化
运作。为积极推动网拍工作的实
际操作，
执行局与网拍办联手，
在
2017 年常规网拍的同时，进行了
“8· 18”“8· 28”
“12· 4”三次集中
网拍，
取得较好效果。
“由于实行了执拍分离的原
则，原来由执行法官承担的大部
分的财产拍卖的功能，现在由网
拍办来承接，这样使得财产的处
置更加阳光。
”执行局法官顾建清
表示。
为了让公众更加了解执行工
作，
上海一中院还充分利用电视、
报刊、网络媒体以及本院微信公
众号、微博等平台，
加大对执行工
作的宣传力度，向社会大众推介
破解执行难的“一中做法”，树立
“一中品牌”
。
记者了解到，上海一中院与
上海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执行专题
片《追款接力战》，生动再现了 6
任法官执行接力，千里追踪 8000
万元执行款的真实事迹，引起社
会公众的共鸣。该院自编自导的
《法眼观象》微视频栏目则推出三
期以典型执行案例为素材的短视
频，
通过该院院外电子屏、微信公
众号、微博等渠道向社会公布，
以
法官说法的形式给予百姓有益的
法律提示。上海一中院微信公众
号还专门开设“执行在行动”“执
行冲锋号”
栏目，
刊登破解执行难
的专题稿件 21 篇，并联手该院品
牌栏目“欣法官在线”，发布有关
执行的法律问答，向社会普及涉
执行法律常识。此外，上海一中
院积极联系上海电视台、法治天
地频道，拍摄集中执行的电视新
闻，电视曝光失信被执行人人员
信息，
及时报道相关案件、集中网
络司法拍卖、司法拘留被执行公
司法定代表人、司法拘留一虚假
租赁妨害执行的案外人和立案不
到 10 天涉自贸区执行案等。
“今后我院将通过落实加强
破解执行难过程中建立的执行规
范化、信息化、实效化方面机
制、体制，如加强网拍的应用，
进一步规范终本案件的操作、代
管款的管理等，使执行工作更加
公开、规范。继续加强执行力
度，通过普遍的限高、限制出
境、上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强制
手段的应用，以及不申报财产等
阻碍执行行为加强罚款、拘留乃
至追究刑责等强制措施的应用，
切实提高我院的执行威信，提升
我院的执行质效。”面对 2018 年
的执行工作，陈立斌既感到重任
又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