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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军人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河北召开
孙春兰郭声琨赵克志出席

广东高院联合四部门出台文件

探索在全省范围内统一道交事故损害赔偿标准

挂图作战鼓点急 精锐出击成果丰
——福建法院“春雷行动”执行攻坚战纪实

本报记者 詹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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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全力
聚焦“基本解决执行难”，总结成绩、查找问
题，对执行攻坚工作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座谈
会上，“执行不能”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之一。

从执行实践反馈回来的情况看，随着依法治
国的深入推进，人们对自身行为可能承担的法律
风险的认识在不断提升，这对正确理解执行工作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总的来看，全社会对
执行工作的理解认识不统一。有的当事人及社会
公众误以为只要法院判了就一定能执行到位，把
对政府兜底化解一切风险的“无限政府”期待转
移到法院，变成了对法院兜底化解一切风险的

“无限法院”期待。这就需要当事人及社会公众
能够正确理解法院执行工作，弄清楚什么是执行
难？什么是执行不能？

“执行难”是有财产可供执行，但因各种原
因无法执行到位。事实上，法院执行主要是针对
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法律义务的，采取法定执行
措施强制义务人履行。人民法院所要解决的执行
难主要是指有财产可供执行而不能得到及时全部
执行的情况，解决执行难就是要采取坚强有力的
措施，确保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全部或绝大部分
得到及时有效执行。

“执行不能”是由于被执行人丧失履行能
力，客观上存在无法执行的情况。据统计，在法
院受理的强制执行案件中，大约有40%左右的案
件属于这种情况，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法人债
务。被执行企业债台高筑、濒临破产，甚至处于
无人员、无财产、无办公场所的状态，这些“僵
尸企业”在执行中形成大量“僵尸案件”。2017
年的执行案件数据表明，进入执行环节的僵尸企
业达 20 多万个，所涉及的执行案件达 100 多万
件，有的一个僵尸企业涉及数千件甚至上万件执
行案件。另一类是自然人债务。大量的交通事故
纠纷、人身伤害纠纷等，被执行人自始就财力有
限，甚至“家徒四壁”，无清偿能力。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执行不能案件，
法院即使穷尽一切执行措施，也都无法实际执行
到位。这些案件不能得到执行不是人民法院执行
不力，而是由于被执行人丧失清偿能力所致。
它们或属于当事人应当承担的市场风险，或属
于社会风险。法院不能完全解决风险问题，不
应将因市场风险或社会风险导致的执行不能归
结于法院执行不力，这也是世界各国执行工作
通例。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广东保监
局、深圳保监局联合发布《广东省道路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以
下简称《赔偿标准》），率先探索在全
省范围内统一道交事故损害赔偿标准，
对医疗费、康复费、误工费、护理费等
20 个赔偿项目的计算方法、证据规则
予以统一。

《赔偿标准》和以往的实践相比有
几项重要变化。比如，医疗费在交强险
限额1万元以内的，不扣除非医保用药
费用全额赔付，超出1万元则按照交强

险合同约定扣除非医保项目费用，扣
除后低于1万元的，仍按1万元赔付；
营养费、市内交通费、护理费全省实行
统一的定型化赔偿，即不再区分个案
和地区差异。未涉残营养费为每天
20元，涉残营养费按5000元乘以伤残
赔偿指数计算。《赔偿标准》还就误工
费的计算方式进行了统一，对无法举
证其有固定收入的被侵权人，按照无
固定收入计算误工费，农村居民按照

“广东省国有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
年平均工资”计算，城镇居民或主要收
入来源于城镇的农村居民则按照“广

东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计算。
《赔偿标准》还规定了农村居民

受害人主张其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
应参照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死
亡赔偿金的 10 种情形，可提供下列
证据之一予以证明，包括满一年的居
住证或暂住证、城镇房屋权属证明、
农村承包地全部被征收证明、其为经
营者的工商营业执照、备案劳动合同、
社保证明、连续6个月以上工资流水、
城镇就学证明，以及其他根据居住证
明和用工（收入）证明进行综合认定的
情形。 （陈虹伶 梁 滨）

本报石家庄 7 月 1 日电 （记者
李 阳） 6月30日至7月1日，退役军
人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河北召开。会议
总结交流河北等地经验做法，研究部
署进一步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
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
委书记郭声琨，国务委员、公安部部
长赵克志出席并讲话。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考察了河北省

加强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的好做法好
经验，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湖
南、贵州等省市作了经验介绍，10 个
地方和部门作了书面经验交流。近年
来，这些地方和部门把退役军人服务管

理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来抓，实行
“一把手”工程，思想认识到位、组织
领导到位、工作感情到位、政策落实到
位、困难帮扶到位、教育引导到位，取
得阶段性成效，为各地进一步做好退役
军人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提高政治
站位，增强“四个意识”，落实主体责
任，加强协调配合，推动现有政策不
折不扣地落实，同时结合各地实际完
善政策措施，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
益。要因地制宜做好优抚安置工作，
加强服务体系建设，做好扶持就业创
业、教育培训、生活困难救助等工
作，让广大退役军人切实感受到党和
政府的温暖。要坚持党建引领，加强
思想引导、法治教育，褒扬彰显退役
军人为党、国家和人民牺牲奉献的精
神风尚和价值导向，让军人成为全社
会尊崇的职业。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退役军
人事务部部长孙绍骋、河北省委书记王
东峰在会上讲话，河北省省长许勤、中
央政法委副秘书长陈训秋、国务院副秘
书长丁向阳等出席会议。

6月30 日至7月1日，退役军人工
作经验交流会在河北召开。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
琨，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出席
并讲话。 郝 帆 摄

基本解决执行难 坚决打赢决胜仗

今年4月以来，一场波澜壮阔的
“春雷行动”席卷八闽大地：党政领
导挂帅督战，部门联动风生水起，法
院执行攻坚持续发力，各项创新层出
不穷，舆论攻势声势浩大，演奏出一
部雄浑壮丽的决胜决战执行难乐章。

一把手领率出征

6 月 12 日晚，海上丝绸之路起
点、美丽的滨海城市泉州夜色朦胧，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大院内
灯火通明，80名干警整装待发。

“行动开始！”随着泉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院长陈明一声令下，丰泽法

院院长杨武能带领干警兵分多路，分头
出击。4 个小时后，第九期“夜鹰行
动”突击执行活动落下帷幕，共强制执
行案件 21 起，当场履行 3 起，和解 4
起，依法拘留4人，涉案金额600余万
元。这是福建各级法院一把手身先士卒
开展执行攻坚众多场景中的一幕。

“春雷行动”开展以来，福建三级
法院党组高度重视，将其作为“一把
手”工程摆在突出位置，各级法院纷纷
成立由“一把手”担任指挥长的执行难
攻坚指挥部。福建高院党组书记、院长
吴偕林与各中院院长逐一签订执行攻坚

“责任状”，多次到福建法院执行指挥中
心现场调研督导执行工作。下基层调研

时，每到一地都坚持执行工作必听、
指挥中心必去、挂图作战必看、质效
管理必究，面对面帮助解决执行攻坚
中的困难和问题。

福建各级法院院长严格落实“责
任状”要求，既挂帅又出征，真正做
到重要举措“一把手”部署、重大方
案“一把手”把关、关键环节“一把
手”协调、落实情况“一把手”督
察，确保了执行攻坚战政令畅通、令
行禁止。不少法院院长身先士卒、靠
前指挥，带队深入一线执行，带头办
理老案难案……据不完全统计，全省
三十多位院长带队开展统一执行行动
近百场，营造了全省法院上下齐心决

战决胜执行难的浓厚氛围。

挂图作战增质效

5月29日上午，记者走进福建
法院执行指挥中心，看到工作人员
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三个 90%”
目标图、质效展示图、执行案件消
耗存量图、责任清单分解图、短板
弱项分析图呈一字型排开，一行行
数据在20块70英寸高清大屏幕上
跳动，全省法院执行数据正在实时
汇集、实时集中、自动统计，全省
法院执行质效和管理指标的实际情
况尽在掌握。

“我们认真贯彻落实院党组要
求，加强实时动态监督管理，巩固
领先指标、加力中间指标、深究落
后指标，实现挂图作战、定点督
战、销号作战，真正将目标进度树
起来，质量标准硬起来，责任分工
明起来，确保打好有把握之仗！”
福建高院执行局局长许寿辉介绍
说。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 6月29日，广西壮族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决胜“基本解
决执行难”推进会。广西高院院长黄
海龙提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基本
解决执行难”，进行再总结、再动
员、再出发，全力推进解决执行难

“百日风暴”行动，以必胜的信心和
决战决胜的状态，坚决夺取广西“基
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

黄海龙指出，经过两年多的努
力，全区“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取
得了重大进展，2016 年以来，全区
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33.42万件，执
结 27.6 万件，执行到位金额累计

416.5 亿元，三个核心指标数据持
续向好，距离目标任务越来越接
近。

黄海龙强调，全区各级法院和
广大干警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
任感和紧迫感，以决战决胜的精神
状态和措施，向着最后的胜利发起
冲刺，坚决打赢“基本解决执行
难”这场硬仗。要紧紧依靠党委领
导、各联动单位支持配合，充分发
挥综合治理执行难大格局作用，进
一步强化组织领导、狠抓队伍建
设、坚持挂图作战、强化执行管
理，加大执行信访化解力度，对照
评估指标体系，集中攻坚执行，坚
决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
战。 （黄明强）

广西高院全力推进“百日风暴”行动

6月29日，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法院邀请代表委员来到被执行人李某家中，依
法对李某住所进行搜查。被执行人李某有能力履行而拒不按照法院执行通知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且拒绝向法院报告财产，故依法对被执行人住所进行
搜查。据悉，这是该院今年首次对被执行人采取执行搜查措施。图为搜查现场。

王艺洁 摄

本报讯 （记者 周崇华 通讯
员 马 荣）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党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韵声在宁夏回族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调研时强调，人民
法院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审
判职能作用，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为实现宁夏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
优美、人民富裕，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
小康社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张韵声先后参观了宁夏高院执行
指挥中心、诉讼服务中心、12368诉讼服
务热线以及数字法庭，听取了宁夏高院
院长沙闻麟的工作汇报，对全区法院工

作取得的成绩和亮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
定。

张韵声强调，法院工作要始终坚持
党的领导，切实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
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决贯彻落
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找准工
作切入点、融入点、着力点，围绕实施自
治区“三大战略”、落实“五个扎实推进”，
努力营造有利于公平竞争、创新发展的
法治环境。要坚持把国家政治安全放在
第一位，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

本报讯（记者 严剑漪）记者从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了解到，经最高人民
法院批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调整了
上海基层法院知识产权案件、行政案件
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集中管辖，并于
今年7月1日正式实施。

在知产案件集中管辖方面，上海法
院知识产权案件将实行民事、行政、刑事

“三合一”审判机制，基层法院受理的知
识产权案件实行相对集中管辖，由上海
浦东、徐汇、杨浦、普陀法院负责审理。

在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方面，除知识

产权行政案件外，基层法院受理的行政
案件由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浦东、闵行、
静安法院实行相对集中管辖,负责审
理。另外，非诉行政申请执行案件的管
辖按原规定执行，拆迁协议纠纷案件的
管辖参照公告内容执行。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集中管辖方
面，基层法院受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由上海长宁、浦东、普陀、静安法院实行
相对集中管辖,负责审理。同时，上海静
安法院审理由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提
起公诉的未成年人第一审刑事案件。

张韵声在宁夏高院调研时强调

发挥职能作用 维护大局稳定

上海高院调整部分类型案件集中管辖范围

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等
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开庭

人民法院报
官方微信二维码

新华社昆明7月1日电 2018 年 6
月30日至7月1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昆明泛亚有色金属
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天浩稀贵金
属股份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以及单九良
等 21 名被告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单九良和杨国红涉嫌职务侵占罪一
案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昆
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等
被告单位及单九良等被告人于 2012 年
上半年至2015年8月期间，违反国家金
融管理法律规定，未经批准，承诺给付
固定回报，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

金，扰乱金融秩序，造成重大经济损
失，情节严重，涉嫌构成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罪。同时，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单九良，
副总裁杨国红还涉嫌构成职务侵占罪。

开庭期间，诉讼代表人、被告人均
到庭参加诉讼，各被告单位、被告人委
托的 41 位律师出庭辩护。法庭主持控
辩双方围绕指控事实进行了法庭调查及
法庭辩论，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及被告
人进行了最后陈述，法庭将择期宣判。

被告人的亲属、部分集资参与人、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及各界
群众等120余人旁听了庭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