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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衢州中院】

聘任金融专家助力金融审判工作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心系民生

巧妙执结拖欠工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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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初，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
院召开基本解决执行难誓师大会，
动员全院力量攻坚执行难案。5 周
内，如东法院共执行案件 789 件，
其中实际执结 299 件，终本执行 312
件，执行终结 14 件，采取保全措施
3 件，执行到位金额 5639 万元，有
效震慑了“老赖”，化解了执行难
题。

院领导带队地毯式执行

集中执行行动按照“院领导带
队+分组执行+公安特勤协助”模
式，由如东法院院长黄卫任总指挥，
副院长江旭任副总指挥，全院 60 名
干警与通过县委协调调用的 20 名公
安特勤参与执行。

执行人员又细分为 5 个执行团
队，一队坐镇执行指挥中心，负责统
一调度、案件报结和财产信息化查控
等事务性工作，其余4组分别由4名
院领导带队，每天早晨6时出发，对
全县14个镇区分片进行地毯式执行。

被执行人姚某拖欠多名农民工工
资数十万元，因其四处躲藏，案件一
直难以执行。法官打听到姚某从事建

材生意，就前往其所在区域逐家打听
消息，最终查找到被执行人的下落，
并对其实施司法拘留。“有时候‘笨
办法’也是‘好办法’。”案件承办人
马永林说，“我们不怕麻烦，只要有
线索，一定查到底！”

全院上下一盘棋

“基本解决执行难不仅是执行局
的工作，而且是整个法院的工作，我
们必须集中精力，全院上下一盘棋，
握指成拳，形成合力，共同打好攻坚
战。”黄卫在部署工作时强调。

如东法院自 2016 年起就制定了
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方案，要求各民
事部门在案件判决和调解阶段就要充
分考虑到执行问题，最大限度不给执
行留难题。此次集中执行工作中，全
院每个部门均抽调 1 名干警参与执
行，配合案件材料整理、归档扫描和
信息上传等工作。

此次集中执行还通过强化目标、
节点，确保责任到人、到天。每位承
办法官要对承办案件逐案分析原因、
研究执行策略、制定执行方案，每
日、每周排好执行任务表，确保行动

期间至少办结 15 个实际执行到位案件
和15个终本执行案件。

行动期间，执行局办公室异常忙
碌。每天执行归来，承办法官要将当
天执行情况汇总到所在小组，各小组
再汇总到指挥中心，并对当天未能执
行到位的案件进一步制定方案。同
时，将第二天需要安排执行的案件报
送到各个小组，组长和驾驶员再根据
案件特点安排行程，为后一天的执行
做好准备工作。

祁卫东是执行行动第三小组的负
责人，每天要处理好两张表格才能下
班，一张是集中执行期间强制执行案
件明细表，一张是集中执行案件安排
表。面对繁忙的工作，祁卫东笑着表
示：“加班不能算辛苦，能把这些表格
上的案件一个个划掉，把钱交到当事
人手上才算成绩！”正是这种一心为民
的责任感，为整个执行团队提供了高
度的工作热情。

多举措保持执行高压态势

除了通过集中执行提高强制性效
果，如东法院还通过多种举措保持执行
高压态势。

首先是加大强制措施适用力度。
在钱某与石某民间借贷系列纠纷中，
因石某拒不履行判决，法院依法将其
拘留。最终石某的亲属代为偿还了欠
款。集中执行的 5 周里，如东法院共
拘留39人次，拘传66人次，有效震慑
了“老赖”。

其次是加大财产查控和处置力度。
如东法院不断增强现场搜查力度，加大
信息化运用程度，5周内共进行现场搜
查 82 次，并通过信息化手段对案件财
产自动进行定期搜查，一有线索立即进
行划拨。同时，通过网络对财产进行公
开拍卖，于集中执行期间上传拍品 28
件，成交金额达1886.83万元。

第三是创新执行手段。如东法院充
分利用执行保险、执行悬赏等手段，加
大执行强制力，成功执结了一批长期未
结案件。一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被执
行人陈某正是因群众举报，被法院发现
了踪迹，促成了案件执结。

据了解，下一步，如东法院还将
对此次集中攻坚执行的成果进行评
估，对未执行到位的案件进行分析，
制定进一步的方案，加大敦促被执行
人履行工作的力度，持续保持执行高
压态势。

本报讯 （记者 王军忠 通讯
员 由 好）近日，辽宁省大连经济
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为大连瑞
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 27 名员工发
放了拖欠许久的工资款。

瑞泽公司因经营不善，长期处于
半停产状态，不仅资不抵债，还拖欠
了多名员工工资。为妥善处理员工工
资问题，最大限度维护员工利益，开
发区法院执行局立即决定对瑞泽公司
价值 6500 万元的资产进行评估、拍
卖，并在发布拍卖公告时以瑕疵告知
的形式，告知买受人在竞买时需额外
支付款项作为员工工资。

今年 4 月，经过两轮网络拍卖

后，被执行人的资产最终以 3731 万
元的价格成交。同时，开发区法院对
瑞泽公司与员工的劳动争议开通绿色
通道，及时与买受人就员工工资支付
问题和员工安置问题进行协商，促使
买受人与 27 名员工达成和解协议，
一次性支付了 120 万余元作为工资
款。买受人同时留用了部分员工，并
承诺会妥善处理其余员工的问题。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发放，120万
余元执行款全部交到 27 名员工的手
中。拿到血汗钱的员工林琦兴奋地
说：“我真的没想到法院能这么快把
拖欠的工资帮我们要回来，感谢政
府！感谢法院！”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衢州市银监局、衢州市银
行业协会以及该市各家银行等金融机
构联合召开了今年首期银法联席会议，
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助力衢州打造区
域绿色金融中心和最优营商环境城市。

会上举行了首批金融审判咨询专
家聘任仪式，衢州中院在市金融办、
市银行业协会的大力协助下，从全市

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中遴
选了首批 10 名业务精湛、责任心
强、公道正派的专家进入金融审判
咨询专家库。

今年前5个月，衢州两级法院受
理涉银行机构一审金融类案件 881
件，同比增长7.31%，涉案标的金额
达10.45亿元，同比上升14.08%。

（黄宇珂）

本报讯 （记者 陶 琛 通讯
员 徐世俊 谢 安）近日，湖南省
茶陵县人民法院顺利执结了一起申请
标的额为97.5元的案件。这也是今年
以来株洲市法院系统执结案件中申请
标的额最少的案件。

5岁女孩谭某与理发店店员颜某的
小女儿玩耍，颜某为让谭某到店外玩
耍，将其拉到了店外。谭某对其祖母称
颜某将其拉伤，并因此在医院花费了

195元的检查费。颜某向谭某祖母支付
了检查费后，认为不应由其一个人承担
赔偿责任，便起诉到茶陵法院。茶陵法
院依法判决原、被告双方各自承担50%
的责任，即每人97.5元。

考虑到被执行人谭某祖母的实际情
况，执行法官来到谭某祖母摆摊处耐心
地释法明理，化解了老人的抵触情绪。
最终，谭某祖母将钱交到了申请执行人颜
某的手中，双方握手言和，化解了矛盾。

【湖南茶陵县法院】

执结一起标的额仅97.5元案件

6月起，为进一步提升诉讼服务，河南省安阳县人民法院组织专人与相关部
门沟通协调，借助安阳县财政局非税中心与中国农业银行联合推出的缴费系统，
成功开通了微信、支付宝、中国农业银行手机APP等缴纳诉讼费平台。

图为6月15日，当事人温女士在立案大厅通过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顺利
缴纳诉讼费2779元。 黄宪伟 李忠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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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盘谋划聚合力加压力
——江苏如东法院集中力量攻坚执行难案纪实

刘 宇

本报讯 为解决好执行工作中找
人难问题，日前，陕西省紫阳县人民
法院与县公安局联合下发了 《关于加
强公安机关依法协助人民法院查找被
执行人或相关人员下落工作的实施办
法》，以加强信息共享和执行协作，
合力解决执行工作中的难题。

《办法》 规定，公安机关根据人
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利用公
安机关信息中心，对人民法院请求
协助查找的对象进行查找，人民法
院建立由执行人员、法警参与的快

速反应机制，接到公安机关反馈的
查找信息后，依法立即采取相应的
执行措施。

根据 《办法》 规定，人民法院立
案执行后，被执行人下落不明连续超

过 1 个月或长期不在住所，并经被执
行人住所地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
证实的；被执行人或相关人员在执行
过程中有规避执行行为或涉嫌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及妨害公务，非法处置

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犯罪的；因
案件得不到执行，已经引发群体性上
访或围攻党政机关、法院等严重影响
社会稳定情况的被执行人，人民法院
可以请求公安机关协助查找其下落。

紫阳法院与县公安局各确定2名专门
联系人负责查找工作，并建立了定期会商
制度，共同对协助查找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和情况进行总结研究，不断探索执行联动
机制的新方法，提高法院执行工作整体水
平。 、

（刘争远 梅树宝）

紫阳法院公安联合解决执行找人难
下落不明连续超1个月公安将协助查找

本报讯 6月12日晚，小孩的哭闹
声不时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法院
执行局的办公室传来。“老赖”涂某抱
着两岁的外孙女作为自身抗拒执行的

“挡箭牌”。
2014年，被执行人邓某、涂某向同

村的邓某某借款7万元。约定期满后，邓
某还了一部分钱就再未履行义务。无
奈，邓某某诉至法院，要求邓某、涂某
立即归还到期借款22500元。2016年9
月，新建区法院判决邓某、涂某还款。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涂某始终与法院
执行干警“躲猫猫”。

6 月 12 日下午，执行法官接到举
报后，将涂某拘传至法院。却不想，

涂某抱着其刚两岁的外孙女，以自己
没有履行能力为由，抗拒执行。当执
行法官要求涂某通知小孩父母从法院
接走小孩时，涂某拒不提供电话号
码。

该院执行局局长涂国辉没有迟
疑，立即邀请法院陪执员、社区干部
见证执行过程，共同做涂某工作，并

对其进行严厉训诫，告知其阻碍执行
的行为会受到严厉惩处，利用小孩对
抗执行是变相遗弃，更会受到法律制
裁。见到执行干警动真格，涂某意识
到自己抗拒执行的“挡箭牌”不仅无
效，而且错上加错，便告知了家属电
话。谁知，家属也拒绝接听电话。

晚上 8 时，执行干警兵分两路，

一路将涂某押去拘留所，一路将小
孩送回家。当执行干警将小孩送到
家门口时，家属却闭门不见，执行干
警只好将小孩送到派出所，要求家属
来派出所领人。在当地民警及陪执
员、社区干部的共同努力下，涂某
家属终于认识到了错误，将小孩领
回家去。

此 时 ， 小 孩 的 哭 声 慢 慢 减 弱 、
消失，夜空恢复了宁静。涂某万万没
想到，自己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法院
敢于较真，果断亮剑，将其司法拘留
15 日。最终，涂某因拒执行为受到了
应有的法律制裁。

（宋江雄）

拿外孙女当“挡箭牌”

南昌新建区一“老赖”抗拒执行被司法拘留

本报讯 内蒙古自治区丰镇市人
民法院服务精准扶贫，多次实地调
研，于日前对九墩沟村没有地表水、
地下水匮乏、饮水困难十分严重的问
题积极进行帮扶解决。

丰镇法院党组高度重视，将该村
饮水安全扶贫项目列为法院重点扶贫
工程。近日，该院积极联系水务局技
术人员进行可行性论证，精心编制了

科学的实施方案，按照“百年工程”标
准，设计建设了一座全水泥混凝土浇
筑的水窖，设计储水量为50立方米。

这一工程建成后，将解决九墩
沟村4个大队505户1568人以及饲养
牲畜的饮水不安全问题，改善村民
的生活和生产条件，使村民能够共
享基本供水公共服务。

（刘晓燕）

【内蒙古丰镇市法院】

精准扶贫有的放矢

今年是“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
执行难”工作的决胜之年，为进一步加
大精准攻坚力度，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
两级法院日前纷纷开展集中执行工作，
确保如期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
硬仗。

图①：凌晨2时30分，科尔沁右翼
前旗人民法院的执行干警正在整队，准
备深入到草原腹地牧点寻找被执行人。

图②：双语执行法官包金锁来到
草场与正在放牧的牧民沟通，寻找被
执行人去向。

图③：执行路上布满了泥沼，执行干
警们熟练地取出各种救援工具，挂牵引
绳、分析车辙、推车、把握方向，排除困
难。

图④：经过执行干警对被执行人呼
某的教育，呼某终于打电话让家人送来
了所欠款项，案件圆满执结。

②②

①①

③③

本报北京6月21日电 今天下
午，第十九期“中国应用法学大讲
堂”举行。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杰出
常任访问学者范思深 （Susan Find-
er）教授作了“我是如何研究中国最
高人民法院的以及对司法改革的几点
看法”的讲座。大讲堂活动由中国应
用法学研究所所长蒋惠岭主持，最高
人民法院环资庭、审管办、司改办、
法官学院、部分地方法院的专家以及
法研所的研究人员与驻站博士后和部
分高校的学者参加了本次活动。

范思深提出，随着中国经济的高
速发展，国外对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
司法制度的关注与日俱增，这些都激
发了她致力于研究中国最高人民法院
问题的热情和动力，由此也把自己创
办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观察”博客打
造成了国外法律界了解中国司法制度
的一个重要窗口。对于当前中国正在

进行的司法改革，范思深分别从法院
和法官的专业性、司法透明性、司法公
正与平等、法官自治权、产权保护、司
法公信力、法官社会地位等角度发表
了自己的见解。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侯猛与国
家法官学院《法律适用》执行编辑黄
斌分别对范思深的讲座作了点评，呼
吁要重视及时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司
法改革的声音，宣传所取得的改革成
果，让中国法治在国际上发出更强
音。随后，与会人员围绕司法体制综
合配套改革、中外司法制度比较等问
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研讨。

蒋惠岭在总结中指出，目前我国与
世界各国的司法交流与合作正在不断
深化，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中国声音，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提供
中国方案、作出中国贡献。（周维明）

第十九期中国应用法学大讲堂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