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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
院邀请2名人大代表和2名政协
委员，同 40 多名执行干警一道，
于傍晚时分奔赴执行现场。

当天 22 时，当执行干警准
备对被执行人窦某采取强制措
施时，窦某拿出医院出具的诊
断 书 ， 称 自 己 刚 做 过 流 产 手
术。执行干警商议后，决定暂
不采取强制措施，并要求其在
两天内履行法院判决。随后，
执行干警来到张十字村，将正
在街上遛弯的被执行人郭某堵

个正着。
当晚，执行行动共抓捕“老

赖”12 名，截至次日上午，共
有 8 人的家属到法院交来执行
款，共计20万余元。

图①：代表、委员见证执行。
图②：执行干警在查看医院

诊断书。
图③：“老赖”被集中带上警

车。
图④：被执行人家属表示将

尽快履行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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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公检法通告打击拒执行为
严正敦促被执行人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本报讯 日前，贵州省贵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贵
阳市公检法三机关《关于敦促被执行
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
通告》，介绍当前基本解决执行难工
作进展，公布执行工作监督举报电
话。人民网、贵州广播电台等媒体参
加了发布会。

贵阳中院执行局负责人宣读了
《通告》全文，并就《通告》出台的
背景、目的及公安、检察院、法院联
动情况进行解释，对当前全市法院基
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进行介绍，并
围绕三机关联合发布《通告》联动打
击拒执行为具体举措回答记者提问。

《通告》强调了贵阳市公检法三
机关将进一步建立完善基本解决执行
难联动机制，对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
效判决、裁定，抗拒执行、妨害执行
的行为，依法联合予以严厉打击。

《通告》严正敦促，被执行人必须尽
快到法院如实申报财产，依法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不要心存侥
幸，逃避执行，任何采取逃避、妨
碍、抗拒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行为，
都将会付出更大的经济、信用及人身

自由的代价；鼓励广大群众积极举报
规避和抗拒执行人员违法犯罪线索、
财产线索等相关信息。对举报人的个
人信息予以严格保密，并将依据规定
予以奖励。

当前，全市两级法院基本解决执
行难工作已进入决胜攻坚关键阶段，
需要各职能部门工作联动、形成合
力，构建综合治理执行难的大格局。
贵阳市公检法三机关将继续加强协调
配合，强力惩戒失信被执行人，重拳
打击拒执行为，建立常态化打击拒执
犯罪的工作机制。

今年以来，贵阳法院已将 3791
名被执行人纳入失信名单，限制高消
费3172人。5月中旬，贵阳中院组织
开展了“猎赖行动”。在市公安局等
部门配合下，依法打击有财产拒不履
行，躲避、抗拒执行等妨害执行的行
为，惩处一批妨害执行的被执行人。
此次行动中，全市法院已拘留96人。

发布会还公布了全市两级法院执
行工作监督举报电话，欢迎广大人民
群众、社会各界对执行工作进行监
督，提出意见建议。

（雷 让）

为了工人们脸上的笑容
——安徽繁昌县法院执行劳动报酬案纪实

本报记者 周瑞平 本报通讯员 方雨婷

在攻坚执行难过程中，安徽省
繁昌县人民法院将涉民生案件执行
放在重要位置，坚持把追索劳动报
酬案件列为执行重点，想方设法让
申请执行人拿到属于自己的血汗
钱。今年前 5 个月，该院执结此类
案件 32 件，为 236 名工人追回工资
281万元。

“原来担心工厂倒闭了，我们的
工资也就没了，没想到法官帮我们追
回了所有拖欠的工资。”杨亮亮开心
地向记者展示自己的银行账户中刚刚
进账的执行款记录。

这是今年5月24日，记者在繁昌
法院举行的农民工工资执行款集中发
放仪式上的所见所闻。

当天，执行干警通过“一案一
账号”系统，将近百万元工资款一
一汇入被拖欠工资的工人的银行卡
里。一起某包装制品公司拖欠 94 名
工人 116 万元工资的执行案件圆满
结案。

2017年12月20日，李某等94人来
到繁昌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要求繁昌县某包装制品公司支付2017
年3月至9月的工资共计116万元。经
仲裁委员会调解，某包装制品公司答
应于调解协议签订之日起5日内付清
工人工资。履行期满，某包装制品公
司未履行协议，94名工人依据仲裁调

解书向繁昌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法官汪国强第一时间对某包

装制品公司的财产进行查控，但由于经
营不善，资不抵债，该公司已经停产。
除了对外出租厂房的30万余元租金外，
没有查询到公司名下其他可供执行的
相关财产。

今年 1 月，另一个案件的当事
人蒋某无意间向汪国强提供了一个
令人振奋的线索：这家包装制品公
司与内蒙古蒙牛乳业有限公司有业
务合作关系。汪国强迅速与蒙牛乳
业取得联系，得知该包装制品公司
果然与其签订了框架协议，约定某
包装制品公司负责蒙牛乳业旗下子
公司常温奶内包装盒的生产制作，
尚有到期货款未提取，便立即与内
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人民法院执
行局取得联系，委托其代为提取某
包装制品公司货款。

2月12日，繁昌法院将已经执行
到的 30 万余元厂房租金按比例向工
人发放了部分工资款。

4 月 26 日，经过不断与蒙牛乳
业协调，最后一笔6.9万元货款到了
繁昌法院的账户。

“看到工人们脸上欣喜的笑容，
执行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汪国强
朴素的话语里不仅隐含着执行的艰
辛，更有结案后的快乐。

绿色屏障岿然屹立
——湖南岳阳中院环资审判记事

本报记者 曾 妍 本报通讯员 李 艳

今年3月，湖南省岳阳市两级法
院以依法保护“母亲河”“母亲湖”
为主题，主动对接市委相关洞庭湖区
域、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专项整治，
掀起“春雷行动”强劲攻势。截至5
月，共受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 45
件，结案15件。

树立从严打击风向标

不足两个月的时间，程某、邓
某、卓某等人利用夜间作业，在长江
岳阳段新港锚地等禁采水域非法采砂
24次，共开采江砂5万余吨，价值共
计49万余元。

“尽管案情不算特别重大，但在
长江水域明令禁采区域非法开采，且
在我市非法采砂专项整治活动期间顶
风作案，对此，法院坚决依法从严打
击。”该案由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
长彭世理担任审判长，依法维持了一
审法院判决，对主要犯罪人员判处有
期徒刑八个月至十个月不等的实刑。
庭审当天，受邀前来旁听的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均表示，该案的审理，
对非法采砂专项整治活动有指导作
用。

作为岳阳中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成
立以来审理的首起环境资源诉讼案
件，该案的审理为全市法院“春雷行
动”的开展树立了风向标，即对于在
长江、洞庭湖以及其他河道非法采砂
的犯罪行为，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破

坏程度，从重处罚。
今年 5 月，岳阳中院出台《关于

为岳阳市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行动提供优质司法保障的实施
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在 18
条具体实施细则中，以长江岸线保
护、洞庭湖生态治理、东洞庭湖湿地
保护、饮用水源保护、水权保护、打击
非法采砂、水生态和水环境安全等七
大领域为重点，司法举措涵盖刑事、
民商事、行政及非诉行政执行等各个
审判领域，一道岿然屹立的司法保护
屏障跃然而成。其中，对于饮用水源
保护内容，“坚持最严格的水污染损
害赔偿和生态补偿、修复标准”尤为
醒目。

“运用司法手段，把修复大江大
湖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岳阳
中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柳春龙介绍
说，岳阳市两级法院将充分发挥跨区
划集中管辖、“三审合一”等工作机
制优势，主动对标省委、市委关于推
动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相
关要求，加大对涉及环境资源刑事案
件的审判力度。

坚持保护优先理念引领

据近三年的数据统计，与土地、
矿产、林场、渔业、水等环境资源保
护相关的物权、合同和侵权民商事纠
纷占据环境资源诉讼的六成以上。
2017 年底，岳阳中院针对这一情

况，组建了环境资源审判庭。
2004 年，君山水上开发中心与邱

某签订了水上中心蔬菜基地及其湖床
渔业经营的租赁合同。此后，邱某一
直 在 租 赁 地 经 营 餐 馆 、 从 事 养 殖 。
2017 年 9 月，君山水上开发中心以邱
某在租赁地非法排污、违规养殖严重
违反合同相关约定为由，通知邱某解
除租赁合同。邱某否认所指行为，不
同意解除合同。

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双
方解除合同。邱某不服，提起上诉。

岳阳中院二审审理期间，对所涉土
地和房屋进行调查取证，确认均在东洞
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功能区
划属保护区缓冲区。

“合同虽是双方当事人一致意思的
表示，但合同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环资庭副庭长李
芬说道。双方约定因违反自然保护区条
例的禁止性规定，破坏了东洞庭湖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损害了社会
公共利益，岳阳中院二审改判双方当事
人签订的合同无效。

从解除到无效，虽然结果都是解除
了合同约定的双方义务，但一词之差恰
恰体现了保护优先、促进绿色发展的司
法理念。

创新环资审判新模式

《实施意见》还确立了绿色金融体
系，树立保护性、恢复性、预防性、公

益性司法理念，推动形成生态赔偿、受
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机
制，推动建立独立公正的生态环境损害
评估机制等。

“我们在讨论制定 《实施意见》
的时候，在学习借鉴先进地区审判经
验的同时，融合岳阳本地自然环境资
源及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注重了理
论前瞻性与实践可能性的结合。”岳
阳中院副院长袁小文指出，《实施意
见》 将引导全市法院环资审判工作的
发展。

2017 年 10 月，君山区法院洞庭湖
环境资源法庭审理的原告益阳市环境与
资源保护志愿者协会与被告湖南林源纸
业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公益诉讼
案，是新环保法实施后，湖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指定管辖的第一起跨行政区划集
中管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该案首
次有专家证人出庭作证，首次采用以虚
拟治理成本法为依据，计算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数额。

岳阳中院还制作了环境司法宣传手
册，送法进校园、进社区，加强环境资
源保护的法治宣传；联合市、区两级环
保部门及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等十余家
本地环保公益组织召开环境资源公益诉
讼座谈会，掀起了“春雷行动”第一波
高潮。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健全工作
机制，努力适应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要
求，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大力推动
岳阳绿色发展。”柳春龙介绍道。

“吴法官，我现在过得很好，谢
谢你！”6月12日，电话回访案件当
事人时，一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案件的原告曾某连连向我致谢。

我清楚地记得曾某第一次来找我
时的样子：皮肤黝黑，身体消瘦，走
路重心不稳……我连忙招呼曾某坐
下，耐心听他倾吐一肚子的苦水。

2015 年，他在某劳务公司承包的工
地上干活时，被运送混凝土砂浆的装
载机碰伤，住院 32 天，后经鉴定为
九级伤残。因户口属性问题，他一直
未能和该劳务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只
得向法院求助。一审法院根据事实和
证据，判决该公司除去垫付的医药费
6.1万元，还应赔偿他4.5万元。上诉
后，经二审法院主持调解，他与劳务
公司签订了一次性支付7.2万元的赔
偿协议，并撤回上诉。

“谁知道公司不讲信用，不按协
议履行义务。”曾某气愤不已，拿着
调解协议书再次起诉要求赔偿。如此
一波三折，原本有轻微智力障碍的曾
某已身心俱疲。

“我只想请求法院还我一个公
道！”曾某表示，自己无儿无女，是
精准扶贫户，致残后，生活举步维
艰，全指望着赔偿款过日子。听着曾

某的悲惨遭遇，我的怜悯之情愈加强
烈。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让曾某尽快
拿到赔偿款。

我立即电话联系劳务公司，但公
司负责人态度蛮横，拒不答应调解。
我没有气馁，此后又多次登门拜
访，希望公司出面解决此事，但未
能协调成功。开庭当日，公司负责
人依然没有露面。看着“等米下
锅”的曾某，我于心不忍，拿起电
话，再次联系公司负责人。顶不住
我的执拗，该公司委托员工汤某全
权处理此事。

下午3时，在调解室，我向汤某
简要介绍了案情和曾某的生活现状，
希望劳务公司能大度一点儿，以了结
此案。没想到，还是因为曾某户口属
性的分歧，双方就伤残赔偿金数额达
不成一致意见，调解陷入僵局。我找
来城区规划建制图及曾某所在村开的

证明，向汤某讲明可能的判决结果，同
时情理法理双管齐下，试图“攻下”汤
某。

功夫不负有心人，下午6时，在我的居
中调和下，双方达成了一致协议，该劳务
公司一次性支付给曾某7.6万元。怕公司
再次反悔，也怕曾某生活难以为继，我要
求汤某当庭兑现。跟着汤某到银行后，银
行早已下班，只能在ATM机上取款，当日
限额2万元。我又陪着他跑了三家银行，
终于把钱凑齐了。当赔偿款交给曾某的
那一刻，我看到他眼角闪烁着泪光，竟一
时哽咽。至此，这桩历时近3年的索要赔
偿款的案件彻底了结了。

案子顺利完结了，但我的心却不能
平静。作为法官，我们见证了太多曾某
这样的弱势群体，也许我们无法让他们
每一个人都获得满意的结果，但我们却
可以用我们最真挚、最真诚的爱心，尽
己所能为他们争取最大的利益。

蔡 蕾 杨青伟/整理

湖北省丹江口市人民法院
民四庭法官 吴晓菲

我现在过得很好，谢谢你！

本报郑州 6月 22 日电 今天，
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举办“巡
回法庭初体验”公众开放日暨第二批
法律实习生结业活动，邀请来自安徽
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河北大学、
河南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武
汉大学、郑州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等八所法学院校的 50 余位师生
近距离感受巡回法庭，畅谈如何利用
巡回法庭这一平台共同锻炼培养法治
人才。

上午，河北大学的师生们在四巡
第一审判法庭旁听了一起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案件的庭审。经过紧张而
有序的审理，合议庭对该案当庭作出
裁判，为同学们展示了一场完整的司
法实务课。为了帮助同学们从更多的
维度理解这次庭审活动，庭审结束

后，合议庭成员与师生们进行了座谈
交流。小到案件的细节、法条的适
用，大到当庭宣判制度的推行、人生
理想的树立，法官们一一耐心解答。

在下午举行的四巡第二批法律实
习生结业交流活动上，主审法官董保
军、法官助理骆芳菲、书记员汤艳飞
向师生们介绍了司法责任制和新型审
判权运行机制在四巡落地生根的具体
情况。随后，即将结业返校的第二批
法律实习生们纷纷登台亮相，用小视
频、PPT、歌曲、朗诵等生动活泼的
形式，声情并茂地汇报了他们的收获
与感想。经过半年的实习，他们得到
了全方位的锻炼和提高，共有 12 名
同学获得办案之星、文书之星、敬业
之星和全能之星的殊荣。

（翟天田 刘毫杰）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应用法学
研究所主办的“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
保护的多重路径”研讨会在北京举
行。

来自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最高
人民法院研究室、各级法院、高等院
校以及互联网企业研究院等单位的代
表参加了会议，共同研讨交流了个人
信息保护的热点问题。研讨会由中国
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李玉萍主持，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曹守晔致
辞。

本次研讨会分为“个人信息保护
的公法路径”“个人信息保护的私法
路径”“个人信息保护的司法实践”

“个人信息保护的发展与展望”四项
议题。参会嘉宾就个人信息保护如何
立法、个人信息与数据权属等问题作
发言或点评，就个人信息保护司法实
践中的最新发展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
讨，就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面临
的挑战、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对互
联网企业的影响展开了深入交流。

（廖宇羿）

最高法四巡举办“巡回法庭初体验”
公众开放日暨第二批法律实习生结业活动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多重路径”研讨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