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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法官不惧“撒泼打滚”

广东省平远县人民法院
法官 林玖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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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中院“四三二一”工作法提升执行质效

黑龙江：司法公信力进一步提升

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经验谈

锲而不舍换来柳暗花明
——芜湖中院快速执结亿元大案纪实

本报记者 周瑞平 本报通讯员 叶起胜

【陕西西安新城区法院】

举办“基本解决执行难理论与实务沙龙”
本报讯（记者 贺雪丽）近日，陕

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举办“基
本解决执行难理论与实务沙龙”启动
仪式暨首期“强制腾房案件中案外人
实际占有被腾退房屋的执行处理”主
题活动，用法学理论助力解决执行难。

4名执行法官从强制腾房案件的
执行处理、案外人及申请执行人的权
利审查、执行裁决程序的启动、当事
人利益保护等角度，结合实践分享经

验。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就执行权和审
判权的关系，梳理了执行案件中案外
人及各方当事人的救济渠道，鼓励法
官运用实体法思维解决执行难题。

该院院长姚建军表示：“要把沙龙
建设成学术交流的阵地，经验传承的
渠道，通过开展定期主题活动，为执行
法官搭建一个开放、争鸣、共享的交流
平台，提高法官的司法智慧和司法技
能，守护好社会公平正义的防线。”

【湖北蕲春县法院】

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查封财产安全
本报讯 （记者 程 勇 蔡 蕾

通讯员 胡 珊）近日，湖北省蕲春县人
民法院执行局成功将查封的3520吨稻
谷进行移库处理，及时避免了稻谷霉烂
变质，有效地维护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今年1月31日，董某诉陈某、湖北
某粮油股份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
协议，约定被告在协议签订十日内还
款390万元。因被告到期不还，董某向
法院申请执行。接手案件后，执行法
官果断对被执行人仓库里的3520吨稻

谷采取了查封措施。
春雨连绵，为保证稻谷不霉变，执

行法官 8 次组织当事人双方协商执
行，5 次到湖北某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粮库查验稻谷情况，并委托黄冈市粮
油食品质量监测站对查封的稻谷进行
周期跟踪检测。

当监测站表示，稻谷有霉变的征
兆，必须尽快转移时，执行法官立即向
院党组汇报。院领导第一时间筹措
20套机械设备进行抢救作业，两天内
成功将稻谷转移。

为打破案件执行瓶颈，“悬赏举报”被纳入法院“工具箱”，但部分有意申请
悬赏的申请执行人由于经济困难无力承担悬赏费用，限制了法院执行工作的力
度和进度。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人民法院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和林格尔县分公司共同签署了《“执行无忧”悬赏保险服务合作协议》，
推出“悬赏执行”新举措，实现诉讼当事人、保险公司和法院的三方共赢。

郭 宁 摄

“巫法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济
南能源公司款项今天全部到账！”4
月 27 日，申请执行人安徽芜湖隆华
投资中心负责人刘敏熹用惊喜又激
动的语调，第一时间向执行法官巫辰
晶反馈了好消息。至此，安徽省芜湖
市中级人民法院成功将一起标的额
达 1.1 亿元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执
结。这也是安徽法院开展“江淮风
暴”执行攻坚战以来芜湖法院执结的
最大标的额案件。

“我自己也没想到能在 4 个多月
的时间里执结这个大案。”说起三上北
京、两赴济南，克服执行中遇到的艰难
险阻，巫辰晶感慨万千。

执行遭遇“当头棒”

山东省济南市能源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在收购芜湖隆华投资中心持
有的富美集团公司股权过程中，发生
纠纷。案经芜湖中院一审、安徽省高

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被告济南能投公
司向隆华投资支付本金 6000 万元，违
约金 4884 万元，迟延履行利息 136 万
元，合计1.1亿余元。终审判决生效后，
济南能投公司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该案
进入执行程序。

为维护合法权益，隆华投资向法院
申请保全，执行法官第一时间赶赴济
南、北京，依法冻结了被执行人济南能
投公司持有的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的 3437.5 万股股权和英大国际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7981 万股股权。同
时，查找被执行人其他资产，为下一步
执行赢得主动。但是，意想不到的困难
接踵而至。

济南能投公司对履行生效判决表现
出了极大的抵触情绪，通过不同渠道向
法院施加压力，还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
再审，要求芜湖中院暂停执行。

而另外一个情况，给了执行法官“当
头一棒”。原来，济南能投公司的经营模

式为轻资产运营，名下资产多为股权投
资，现金和不动产少之又少。“通过网络
查控，又跑了好几家银行，查了多个账
户，户头上都是几千元最多几万元，这对
于标的额超亿的案件，连杯水车薪都谈
不上，也没查到可以快速变现的资产，我
感到整个人都不好了。”巫辰晶说。

使出“杀手锏”巧结案

眼看就要陷入僵局，巫辰晶突然想
到，立案后快速冻结的被执行人济南能
投公司名下持有的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7981万股权，市场价值超过1个
亿，能不能通过司法拍卖变现，成为执行
的突破口呢？

巫辰晶把这个计划向执行局局长张
晓黎汇报，获得同意。

随后，巫辰晶三上北京、两赴济南，
向被执行人提出股权变现事宜，自然遭
到拒绝。经多次协调无果后，芜湖中院
果断决定，拍卖济南能投公司所持股

权。济南能投公司的压力陡增，而英
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担心，一旦
牵扯到在网上公开司法拍卖股权，对
公司形象和声誉将造成重大影响。该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明确表态，作为知
名信托公司，支持法院依法执行理所
应当，要求济南能投公司抓紧履行法
院生效判决。

被执行人济南能投公司迫于各种
压力，最终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承
诺于4月30日前支付股权转让款、违
约金、财产保全费等款项。4月27日，
济南能投公司全部履行完毕。

“执行这起大案过程中，法官做到
了公正透明、规范严谨，体现了执行人
员良好的法律素养和司法能力。”芜湖
中院院长胡敏说，“我们把 2018 年定
为‘司法能力提升年’，安徽法院正在
火热开展的‘江淮风暴’执行攻坚战，
恰好为执行人员提供了大练兵、大比
武的绝佳机会。”

黑龙江省试点人民陪审员制度
改革的法院积极探索人民陪审员抽
选新举措、选任新途径、参审新机
制，5个试点法院共新增人民陪审员
656名，总数达1193人，均达到试点
法院法官员额数的5倍。人民陪审
员参与司法、监督司法的作用得到
进一步发挥，司法公信力得到进一
步提升，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显著
成效。

扩大民主参审

试点法院坚持随机抽选，综合
案源分布、辖区面积及人口、司法
需求等要素，合理分配选任比例。
同时，各级法院积极尝试选任新方
式。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会同市
司法局共同开展选任工作的创新
尝试。市司法局通过两轮随机抽
选，向法院提供候选人 338 名，法
院复核审查后，提请市人大常委
会，任命 246 名人民陪审员。形成
了司法行政机关抽选及管理、人大
常委会任命、法院任用的人民陪审
员工作新格局。龙江县人民法院
选任时注重平衡性别、民族、进城
务工人员、社区居民和农村村民等
所占的比例。绥棱县人民法院按
照有热情、有时间、有能力、有声誉
的“四有”标准确定二次抽选候选
人范围。

实行规范参审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成立具
有独立编制的人民陪审员工作办公
室，各试点法院成立专门管理机构或
指定相关部门负责人民陪审员管理
工作。鸡西中院探索构建了由司法
行政机关负责日常管理、人民陪审员
实行自主管理、法院采取“线上线下”
统筹管理的互动式三重管理模式。

各试点法院以大庆市让胡路区
法院人民陪审员管理模式为参考，
成立人民陪审员自主管理委员会，
推行“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发
展”的管理理念。办好岗前培训班
和学习交流班，抓好QQ群和微信
群建设，把好庭前阅卷关、庭审合议
关和事后考核关，开好协调会、座谈
会、推进会和总结表彰会，突出奖、
落实惩，保障权责落实。

提升社会认同

黑龙江省各试点法院将在群众
心中留印作为宣传目标，将巡回审判
车临时改装为巡回宣传车，走机关、进
社区、探企业、访群众，发放宣传单，拍
摄微电影，制作改革巡礼专题片。在
法院官网开设人民陪审专栏、微访谈，
发表人民陪审员优秀事迹、参审心得
60余篇，发布工作信息410余条。

本稿件由刘曼编辑整理

【新疆乌鲁木齐中院】

“雷霆行动”攻坚执行

本报讯 针对执行难问题存在的根
源及种种表象，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结合执行工作实际，形成了将执行由难
变易的“四三二一”工作方法。

“四”即因案施策，紧盯四类案件。
紧盯涉民生案件、批量案件、小标的额案
件、大标的额案件，提升群众满意度，提
升实际执结率、执行完毕率、执行到位
率。

“三”即善用科技，每日反馈三查。
每天查看系统流程预警，每天查看网络
查控反馈，每天查看指挥平台终本统查
反馈，保证办案节点不超期，对查询到的
财产及时启动控制措施，对终本库中定

期统查的终本案件财产线索及时处理。
“二”即录入准确，严格规范录入、规

范结案。保证立案阶段对生效裁判、当
事人各种信息的录入，以及办理案件过
程中执行措施日志的录入，保证结案方

式、结案信息、结案标的额的录入均准确
无误。

“一”即杜绝超期，第一时间结案。
通过前述三个方面的具体措施，强力推
进执法办案。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
快执快结；需要排查有无可供执行财产
的，积极推进；终本案件发现财产的，第
一时间恢复执行，尽快结案；杜绝超期办
案。 （闫 明 张 磊）

近日，我通过刚柔并济的手法成
功执结一起暴力抗拒执行案，成功追
回案款近1.9万元，维护了申请执行
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力维护了人民法

院的司法权威。
2016 年 3 月，广东省平远县热柘镇

人民政府为建设村村通饮用水工程，征
用了村民李某生前承包的水田共计
412.4平方米。李某生前是五保户，去世
后无法定继承人，亦未立遗嘱。时任热
柘镇某村民小组小组长的吴某签名领取
了上述水田的补偿款近1.9万元，并据为
己有。换届后，村民小组将吴某起诉至
平远法院。法院依法判令吴某全数返还
该笔款项。判决生效后，吴某拒不履行
义务，村民小组申请强制执行。

我接到案子后，立即多方查控吴某
财产，并传唤吴某到法院。吴某以生活
拮据为由，提出回去与村民小组协商减

半返还征地补偿款，但迟迟没有行动。
今年 3 月 16 日，我再次传唤吴某。后
来，他作出的3月30日前拿出解决方案
的承诺也再次落空。

4月4日，我与同事一起到吴某家
中，对吴某及其家人进行释法说理，
谁知吴某和妻子对抗情绪很大，纠集
了附近几户人家对我们辱骂甚至拳脚
相加。暴力抗执行为，给我们的工作
造成极大阻碍。

面对这种情况，我决定对吴某采取
司法拘留。法警刚刚将其拷上警车，其
妻便躺在了车轮前面，呼天抢地，并称自
己患有心脏病。我便将其妻一同带上
车，准备送往医院检查。就在车子发动

之际，一个邻居将吴某五六岁的孙子
从车窗扔进了车里。考虑到留守儿童
无人照管，我们将孩子一起带回了法
院，让干警悉心照看。吴某的妻子就
医后，未查出任何心脏病症状。

随后，我耐心地向吴某及其妻详
细释明相关法律规定，告知其拒不执
行、阻碍执行将可能被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而导致生活受限，甚至触犯
刑法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等后果。最
终，二人认识到后果的严重性，同时
听说孙子得到了法院干警无微不至的
照顾，深受感动，当天便履行了全部
赔偿义务。因吴某暴力抗拒执行，我
们也对其作出罚款500元、司法拘留
6天的处罚。

（黄义涛 刘翠红/整理）

本报讯（记者 王书林 通讯员
于文超）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
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全市法院“基本
解决执行难”誓师动员大会，并发起“雷
霆行动”。

会上，乌鲁木齐中院院长张永江
分别与中院执行局局长和7区1县各
基层法院领导签订了责任状。张永江
表示，乌鲁木齐市执行案件占全疆执
行案件的 46%，对于“基本解决执行
难”举足轻重。“雷霆行动”的开展，需
要取得各级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大力
支持，发动各族群众共同参与。

会后，全市两级法院均迅速成立专
项行动领导小组，下设督察指导、集中
强制腾迁、打击拒执罪协调、专项行动
新闻宣传4个工作组，加大拘留、罚款、
限高、边控等执行强制性工作力度，推
进联动惩戒打击。通过紧密展开与其
他政法机关的联合惩戒和执行联动，充
分运用征信、拘留、罚款、拘执、悬赏等
措施，不断挤压“老赖”生存空间。

“五一”期间，“雷霆行动”已执结
168案，到位金额8980万元，执行公信
力明显增强，人民群众对执行工作满
意度得以提升。

5 月 3 日 5 时，河北省蔚县人民法院
的20多名执行局法警队干警，由该院副
院长李清水、李志刚带队，兵分两组展开

“执行风暴·2018”之利剑出鞘行动。该院
院长苏沛清则在执行指挥中心，通过单兵
作战系统远程指挥。

此次凌晨执行针对8个执行案件，传
唤5人拘留3人，涉案标的额51.8万元，当
天执行到位标的额14.5万元。鉴于3名被
拘留的被执行人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履行了应尽的义务，并与申请执行人达成
和解协议，故依法解除了拘留措施。

图①：出发前部署具体行
动方案。

图②：该院院长在执行指
挥中心远程指挥。

图③：将被执行人带回法
院。

图④：迫于强大压力，被
执行人当场履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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