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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连你亲侄子的医疗赔偿费都能
据为己有，你还有没有点良心？”“那你凭
啥占着我的房子，不给我过户？”激烈的
争吵充斥着整个调解室。内蒙古自治区
托克托县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对这对姐
弟的争吵已见惯不惊。

申请执行人张某要（弟弟）和被执行
人张某先（姐姐）是亲姐弟，张某要的儿
子在学校与同学打架受伤，因对方监护
人一直未赔偿医疗费，张某先为索要侄
子的医疗赔偿费多次奔走，最终拿到了对
方的赔偿款2万元。但是张某先拿到这笔
赔偿款后，一直未转交给弟弟，张某要因
此将姐姐告上了法庭，法院判决张某先偿
还其侄子不当得利2万元。判决生效后，
姐姐未如期履行还款义务，于是弟弟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官先后几次联
系张某先，但她情绪异常激动，拒不配
合。在6月19日清晨集中执行行动中，执
行干警来到张某先家中，将其带回法院，
并联系弟弟张某要与之见面。

面对 2 万元的执行标的额，明明有
履行能力的姐姐张某先为什么迟迟不肯
履行？据了解，弟弟早些年在自有的土
地上建了一处院落，其中南房已建造完
成，并进行了装修，正房地基垒好但未进
行建造，后来姐姐出钱在这处地基上将
正房建好。因弟弟移居到市里，姐姐为
方便照顾父母，便一直住在此处。这栋
房屋一直登记于弟弟张某要名下，但姐
姐张某先由于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加

之弟弟一家也移居到了市里，就渴望将
这栋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姐弟俩因协
商不妥多次发生冲突，积怨越来越深。

“老爹得了癌症，看病不都是我花的
钱？”“给老爹花钱治病，那是应该的，我也
花了啊！”“老爹一直是我照顾，他去世了，
房子理应归我。”“那你侵吞我儿子的医疗
赔偿费怎么不还？”“赔偿费还是我千辛万
苦要来的！”……“好了好了，不要吵了，你
们姐弟俩多年不来往，好不容易见了面，咱
们心平气和好好谈。”法官及时阻止了争吵
中的姐弟俩，调解继续进行。

“我现在愿意拿出5万元，但是我弟
弟得将房屋过户给我。”“不可能的事儿，
医疗费加过户，最少你得给我7万元。”双
方都不肯退让，承办法官见状，讲法律叙
亲情双管齐下：“咱们一事归一事。张某
先，你弟弟申请执行的案由，是不当得利，
这2万元，对你来说，偿还根本不困难，如果
你不偿还，我们可以对你采取拘留措施。
张某要，建房子的时候你也出了钱，算上不
当得利的两万元和给老父亲看病的钱，你
提出要7万元其实不算多，但看在老父亲是
姐姐一直在照顾，你也退让一步，人家愿意
拿出5万元，你就点个头吧。”最终姐弟俩双
方协商达成一致，同意姐姐给付5万元，弟
弟将房屋过户到姐姐名下。

本案执行标的款虽然只有2万元，但
阻碍本案执行的其实是若干陈年矛盾纠
纷。承办法官理清双方矛盾根源，一次
性尽力修复了血浓于水的亲姐弟之情。

两万元背后的陈年积怨
——内蒙古托克托县法院寻根求源化解姐弟纠纷

章 静 王 媛 刘 琦

本报讯 近日，笔者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7月1日起，海口地区基层法院
开展行政案件跨行政区域异地管辖改革试点。

试点改革主要内容是在海口辖区四个基层法院
试行“推磨式”异地管辖制度，即综合考虑试点法
院的各类案件总量、行政案件数量以及法官员额情
况，原由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管辖的一审行政诉
讼案件 （含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由海口市琼山区
人民法院管辖；原由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管辖的
一审行政诉讼案件，由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管
辖；原由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管辖的一审行政诉
讼案件，由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管辖；原由海口
市龙华区人民法院管辖的一审行政诉讼案件，由海
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管辖，即秀英→琼山→美兰→
龙华→秀英。海口市辖区内的环境资源行政案件，
仍由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集中管辖。

试点改革坚持管辖的法定性、强制性与尊重原
告的选择权相结合，赋予并保障原告的程序选择
权，原告有权选择异地管辖法院或原管辖法院。管
辖的选择权由行政诉讼原告行使，被告、第三人不
能抗辩。如果被告、第三人提出了应当报请上级法
院决定是否应当指定管辖的法定事由，原受理案件
的法院需依法报请上级法院决定。

推行行政案件跨行政区域异地管辖改革，有利
于打破行政壁垒，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进一步
从体制机制上破解行政诉讼的“立案难、审理难、
执行难”问题，依法公正审理行政案件，维护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行政机关依
法行政，为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据省高院行政庭负责人介绍，此次行政案件异
地管辖改革试点期限为一年，即2018年7月1日至
2019 年6月30 日。在海口辖区四个基层法院实行
行政案件“推磨式”异地管辖改革试点是海南法院
行政案件异地管辖改革的第一步。下一步，在验收
改革成效，总结改革经验，完善改革措施的基础
上，将在全省基层法院、中级法院探索推行行政案
件管辖改革。

据了解，为提高行政诉讼案件审判质效，海南
法院系统相继开展了行政诉讼案件提级管辖改革，
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改革，涉环境资源类行政案
件集中管辖改革。

（崔善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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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7 月，对于江苏省连云港市连
云区人民法院徐圩新区人民法庭全体干
警来说，在这片467平方公里的热土上，
他们已经奋斗了整整7个月。这是艰辛
的 7 个月，更是收获的 7 个月。2017 年
11月29日法庭正式揭牌，自成立以来，
法庭主动作为，全方位、多举措高质高效
服务徐圩新区，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努力
打造全市法院服务全面开放的示范窗
口、服务“一带一路”的专业法庭。

高效服务畅通诉讼渠道

江苏方洋集团与广州某公司买卖合
同一案，原告申请对被告名下可能有财
产的银行账户及土地进行保全，徐圩新
区法庭审判团队迅速对被申请人可能隐
匿的财产进行甄别调查，保全法官快速

赶赴 1600 公里外的广州对被申请人名
下总价值1.36亿元的银行存款及土地使
用权进行查封，及时固定可执行财产。
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得益于法庭设立
的涉重点企业、重点工程案件绿色通
道，实现了立案材料的接收、审核、回
复、移送全部在首个工作日内完成。针
对因当事人诉讼期间可能恶意转移财产
带来的执行难风险，法庭对于诉讼阶段
的财产保全申请，实行当日审核、当日
裁定、裁定后 24 小时内采取措施的快
速反应机制，迅速固定当事人优质资
产。7 个月间，共受理涉及重点企业、
重点工程项目案件 44 件，均实现首个
工作日内完成立案、保全全流程，为企
业提供了高效的诉讼服务，切实保护了
企业的合法权益。

高质司法护航重点工程

案件诉至法院，往往会造成工程
的停滞、工地的混乱、工人的解散。
为了将影响降到最低，徐圩新区法庭
审判团队深入工程一线，了解工程实
际进展情况，认真听取项目工程发包
方及施工方对案件处理的期盼，综合
各方利益重点及实际情况，因案施
策，提出调解方案。目前，已经妥善
化解纠纷8件，涉案标的金额达1411
万元，没有发生一起因诉讼造成的工
程停工和群体性事件，保证了全市重
点工程项目的顺利推进和徐圩新区重
大产业布局的工程进度，保障了世界
级石化产业园区、高端新材料产品基
地及国家一流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等产

业建设稳步推进。

多措并举保障企业规范发展

徐圩新区法庭审判团队在开展高
质高效审判工作的同时，积极延伸司
法服务职能。目前，法庭已深入辖区
盛虹石化集团、虹港石化、虹洋热电有
限公司等重点企业，开展“送法进企”
等主题法律宣讲活动5次，为企业建立
规范、有序、稳定的劳务用工关系及如
何规避商业合同订立上的风险等问题
提供司法建议及法律风险提示；加强
对企业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依法高
效审理加工承揽、现代物流领域案件
54件。在审理江苏方洋物流有限公司
诉山东某公司给付货款共计834万余元
的3起买卖合同案件时，被告恶意提起
管辖权异议、拖延诉讼进度意图明显。
为此，法庭在加快对管辖权审查并作出
裁定，申请人表示无异议后，旋即对该3
起案件集中安排开庭时间，并在第一次
庭审后一个月内快速高效审结，依法制
裁了违约失信行为，保护了徐圩新区企
业的合法财产权和清偿权，为企业高质
发展提供良好营商环境。

高起点定位 高质量司法
——连云港市连云区法院徐圩法庭精准服务扫描

张宝玲 姜晓静

“如果大家不让步，油罐里的

油料不及时转运，后果将会很严

重。”近日，广州海事法院执行法

官罗春在东莞某大型油库召开执行

协调会时表示。

2014 年至 2017 年，东莞某大

型油库因不按时兑现中船公司、恒

天公司等近6万吨油料提货单，被

诉至法院，油库内多个油罐被查

封。查封期间，油罐长期处于不流

动的满负荷状态，多个油罐出现地

基下沉、管道锈蚀的安全隐患。法

院随即协调东莞市党委、政府，联

合安监委、港航局、海事局，对油

库区进行 24 小时消防值班、保养

锈蚀管道、加大库区温控巡查密

度，确保库区安全。案件进入执行

阶段，法院协调各申请执行人安排

油船有序分批提货转运。

图①：联合多部门召开协调

会。

图②：双方签署调解协议。

图③：检查运油船状态。

图④：检查油库整体监测数

据。

图⑤：指出油库急需维护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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