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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决胜执行难决胜执行难决胜执行难决胜执行难
大家谈大家谈

足球裁判与司法裁判一样，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无论引入哪种技术，无论制
定哪种规则，其目的都是为了追求更加公开透明，从而更大程度上实现公平正义。

从世界杯VAR裁判规则看司法公正与权威
张宏斌

第 21 届世界杯在俄罗斯如火如
荼地进行。与往届不同的是，本届世
界杯首次将 VAR （视频助理裁判）
机制引入比赛。在数场比赛中，主裁
根据VAR作出维持或改判的终局决
定。

足球发展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误
判，这些众所周知的误判直接影响了
比赛结果，一些至关重要的比赛因裁
判的误判直接引发整个赛程的不同走
向。VAR 技术是人工智能在足球裁
判中的运用，其基本原理就是根据运
动场上各种视频信号所反映和捕捉到
的动作，采用相应的算法和机器学习
功能，从而作出判断。引入VAR技
术，实质上是使用视频回放技术帮助
主裁判作出正确判罚决定，减少赛场
上的错判漏判，增加比赛透明度，
尤其在一些关键判罚如对点球判罚的
准确度上帮助极大，有助于确保比赛
的公平公正。本届世界杯判罚的点球
数量明显高于往届，有不少是借助了
VAR 技术所作的改判。某种程度上
甚至可以说，VAR 大大提高了裁判
的公正性，也改变了这届世界杯的走
向。

对于这一技术引入比赛在足球
界一直争议不断。前国际足联主席
阿维兰热对此一直拒绝接受。阿维
兰热曾说，误判与争议是足球魅力
的一部分。其初衷是担心裁判的权
威受到影响。这种观点的硬伤是，
过分强调了足球运动的魅力，却极

大忽略了足球比赛的公正性。支持这
种观点的人认为，VAR 的弊端是影响
比赛的连贯性，并且它无法完全剔除
错误。然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本
届世界杯小组赛 48 场比赛中，有了
VAR帮助，修正了14次判罚，使主裁
判在对犯规作了 95%的正确判罚基础
上，将正确率提升到了 99.3％，使判
罚更加准确。所以虽然对VAR的引入
争议不断，但这次技术和规则变革终
极目的在于追求比赛公平公正性这一
点上毋庸置疑。

根据目前国际足联规定，是否使
用VAR辅助判罚，决定权掌握在裁判
手中，这一规定旨在维护主裁的权
威。足球比赛中，裁判的判罚有绝对
的权威。作为法官，我们对足球裁判
的这种终局性、权威性应该有更加深
刻的体会。同时也让我们思考，足球
裁判判罚的终局性、权威性来源于哪
里？现代社会中的权威应当是一种属
性，具有这种属性的人或机构所发出
的命令或决定往往得到其他成员或机
构的认可和遵守。国际足联的比赛规
则决定裁判员在比赛中具有终局裁判
权，参赛球队对这一规则的遵守即是
维护裁判权威性的首要前提。

足球裁判与司法裁判一样，无论采
用哪种方式，无论引入哪种技术，无论

制定哪种规则，其目的都是为了追求更
加公开透明，从而更大程度上实现公平
正义。人民法院近些年来所作的各种探
索，所推行的种种举措，所进行的各项
改革，无一不是为了实现公平正义的目
的。司法公正是人民法院工作的生命
线，通过公正裁判树立司法权威，与足
球比赛技术手段介入裁判规则，从而达
到更大的公平，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赛
场上的裁判与法庭上审理案件的法官，
基于对他们精湛的专业技能、高尚的职
业道德等品行的信任，一样都被赋予了
更高的职业道德要求，在此前提下所作
出的裁判必须得到服从和尊重。赛场之
上，赋予足球裁判的绝对权威，人们尊
重并服从裁判的权威，且允许一定的失
误。法官裁判案件，严格遵循诉讼程
序，依据认定的事实、认证的证据、法
律条文的规定，作出最终的裁判，同样
应具有至高的司法权威性。在这一点
上，对足球裁判权威的绝对遵守和服从
值得借鉴。

我们看到，在实践中，法官作出
的裁判未达到当事人的预期结果，便
会有缠访闹访的情形发生，信访不信
法、信权不信法的现象依然存在。应
该承认，当前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
治观念还不够强，良好的法治氛围还
没有完全形成，法律权威还没有从根

本上树立起来。也正因为这样，
我们对司法公正的追求要比任何
时候都要迫切，也唯有实现最大
可能的司法公正，才能在全社会
树立起更高的司法权威。

从逻辑的角度看，司法公正与
司法权威相互依存、辩证统一，从
司法价值的角度看，公平正义与司
法权威相比无疑更为重要。从更为
宏观的意义上讲，公正司法、维护
公平正义是人民法院的神圣使命，
也是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世
界杯引入VAR 技术，是追求赛场
上裁判公正的举措，作为司法机
关，我们各项工作的出发点也一样
要把追求公正作为价值目标。我们
要强调司法权威，但不应片面强调
司法权威，特别是在公众对司法信
任缺失的情况下，司法机关更要坚
守公正的底线，敢于裁判，勇于担
责，公正细致严谨地审理每一个案
件，努力做到每一个案件程序公
正、实体公正、高质高效，用实际
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信服。
在实现司法公正的同时，逐步培养
起公众对法律的尊重和信守，在全
社会树立起司法权威。

微言大义

观点

短评

环保意识空转，用心何在

中央环保督察组近日突击检查北方
某县垃圾处理场看到，污染防治设施正
在运转，运行记录工整齐全，但在控制
设备间发现，虽然机器不停运转，但流
量计始终显示为0，既没有出水也没有
进水。被检查企业负责人最终承认，机
器早已损坏，为应对检查而空转污染防
治设施、造假运行记录台账。此案教训
深刻，更可怕的是暴露出一些地方干部
的环保意识也在空转。

保护生态环境是重大政治问题，也
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虽然中央
对此三令五申，但在中央环保督察组的
通报中，河长制形同虚设的有之，环保
意识空转的地方干部还不少，对生态环
保要求有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的现象
一再发生，生态环保领域中慢作为、不
作为、乱作为的问题依然严重。

当前，环境污染已成为重要的民生
之患、民心之痛，并成为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一个瓶颈。严峻的生态环境状
况，容不得我们继续走以牺牲生态环境
为代价的老路。针对眼下存在的问题，
要尽快解决，绝不能拖延和掩盖。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损害容易，
恢复困难。要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
换取经济增长的做法，以对子孙后代高度
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痛下决心把环境污染
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让良好生态
环境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

环境就是民生，绿水青山就是百姓
福祉。只有坚持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提供优质生态环境，才能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孙志平 刘怀丕

不妨以技术防范高空抛物

近日，贵阳中天世纪新城小区一住
户对面高层住宅“高空抛物”情况频繁
发生，向物管、警方多次反映却无奈没
有证据。为了“取证”，她自费安装了监
控，并向派出所“报备”。自监控安装
后，对面高空抛物的情况明显减少，这
几天只发现了一块火龙果皮的痕迹。

一个鸡蛋从 8 楼抛下就可以让人头
皮破裂；一个铁钉从18楼坠下，可能会
插入行人的脑中；纵使是一块西瓜皮，从
25楼抛下都可能危及人的生命。这些高空
抛物的危害性众人皆知，可高空抛物现象
为何屡禁不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
乏技防和监控，抛物者有侥幸心理。

试想，城市各路口的红绿灯若没有
配套的监控装置，会有这么多司机主动
遵守交通规则？我们不否认宣传教育的
作用和人的自觉性，但没有相应的技术监
控装置和处罚，闯红灯现象肯定有增无
减。联想近年来许多城市小区都有高空抛
物酿成祸端的报道，可十有八九因为找不
到肇事者或对不上物证而不了了之。

说实话，贵阳那位小区住户自费安
装监控，是被逼迫的无奈之举，否则，谁
愿意花这钱，动这心思？可没这监控，她
向有关部门多次反映情况，效果不佳。臭
鸡蛋、香蕉皮、西瓜皮等等几乎每天都
有，不仅恶心，还威胁到人身安全。

高空抛物是一种“悬在城市上空的
痛”，它不仅容易造成人身伤害、财产
损失、环境破坏，还会导致邻里关系、
社会风气，甚至城市形象遭到破坏。要
解此“痛”，不能仅靠思想教育的“人
防”，还得配以现代科技的“技防”。有
了监控，高空抛物者定然就不会如现在
这般肆意而为。 ——周家和

分清“执行难”
与“执行不能”

刘建国

（2018）闽02破3号，2017年12月29日，本院根据叶美珠等13人的
申请，裁定受理厦门长益远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
明，厦门长益远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共计22户，债权总额为
8498991.12元，其中职工债权为195190.6元，税收债权为11332.9元，
普通债权为8292467.62元。经管理人调查，确认截至2018年3月28日，
厦门长益远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已知财产共计235473.67元。本院认
为，根据厦门长益远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述负债情况及剩余资产情
况，厦门长益远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
清偿全部债务，已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破产
原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
院于2018年6月26日作出裁定，宣告厦门长益远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破产。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深圳市冠裕电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沈东生、股东沈东芳
及监事罗远芳（下称“贵方”）：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
月 19 日依法受理了深圳市冠裕电子有限公司（下称“冠裕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5月3日指定广东卓建律师事
务所为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等规定，破产清算期间，管理人履行接管冠裕公司的财产、印章
和账簿、文书等资料的法定职责，贵方负有保管和移交所占有、
管理冠裕公司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的义务，如贵方
怠于履行上述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
无法进行清算，贵方将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鉴于管理
人在接管过程中，贵方处于下落不明状态，管理人无法履行接管
职责，现通知贵方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管理人移交冠裕公司
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管理人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
区滨河大道5022号联合广场A座1712室，联系人：唐稳，电话：
023-83204845、13823173121）。逾期，管理人将以冠裕公司及相
关人员下落不明、且无财产可供分配为由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
冠裕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有关权利人可按法律规定追究
相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深圳市冠裕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8年7月3日
本院根据债权人贵州民生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

6月10日裁定受理罗甸县新华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新华盛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于2018年6月12日指定贵州恒易律师事务所担任

新华盛公司管理人。罗甸县新华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8月3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联系地址：贵州省
罗甸县隆兴商城2幢5单元2-4号新华盛公司办公室；邮政编码：
550100；联系人：高忠祥(律师)，联系电话：18883318949；颜鸿艺(律
师)，联系电话：13007853563；蒙帅(律师)，联系电话：16608505387】申
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罗甸县新华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罗甸县新华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8月14日
上午9时在贵州省罗甸县人民法院会议室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
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加盖公
章)、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贵州]罗甸县人民法院

2016年2月25日，本院根据郴州华龙机器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
理郴州华龙机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查明：郴州华龙机器有限公
司于2004年2月18日经郴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系有限责任
公司，注册资本1000000元。经破产管理人对债务人郴州华龙机器有限
公司的负债情况进行核查确认，并根据债权人会议决议对债务人郴州华
龙机器有限公司的财产进行变现处置，截止2018年6月11日，郴州华龙
机器有限公司资产总额7420562元,另有4260000元对外债权正在拍卖
处理中（第一次拍卖底价600000元流拍），负债总额16511449.33元，资
不抵债金额为4830887.33元，账面资产负债率为141.36%。本院认为，
债务人郴州华龙机器有限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破产主体适格；其资产
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符合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本院于2018年7月4日裁定宣告郴州华
龙机器有限公司破产。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20日，本院根据湘西自治州东辉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了湘西自治州东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查明，经审计债务人资产总额177525616.33元，负债总额
193098596.38元；经评估债务人财产价值183021000.00元；至目前，
债权人110家申报债权总344363063.40元，无人提出重整、和解申请。

本院认为，湘西自治州东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无重整、和解可能，应当宣告破产。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第一条、第三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7月5日裁定宣告湘西自
治州东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 [湖南]保靖县人民法院

债权人胡晚交、黄竹松、梁郸、龙奇志、梁军申请娄底市红钻石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已于2018年5月21日依法裁定受理。现
特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债权人应自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的公告发
布之日起70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娄底市娄星区新星南路
龙一星城小区（文化广场旁）前栋一楼物业公司办公室，邮政编码：
417000，联系人：李彩霞，电话：18073865505；张俊，电话13347386699；
童应龙，电话13786863708。对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等情况，应提交
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日前补充申报，
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
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二、对娄底市红钻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
执行程序依法中止执行，申请执行人可凭生效的法律文书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有关娄底市红钻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或仲裁程序也
应依法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仲裁继续进行。
三、本院指定湖南星奥律师事务所为娄底市红钻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破产管理人，并已制定《指定管理人决定书》交付给湖南星奥律师事务
所。管理人的办公地点：娄底市娄星区新星南路龙一星城小区（文化广场
旁）前栋一楼物业公司办公室，邮政编码：417000，联系人：吴应山，电话：
18273802288；贺圭胤，电话18873820636。四、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
有人应自本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向本院指定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故意向债务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使债权人遭受损失的，不免除其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的义务。五、本院
定于2018年9月28日上午9时在娄底市太阳升大酒店九楼会议室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 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吴江市国亿喷织厂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且现

无其他财产可供分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
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6月29日裁定终结吴江市国亿喷
织厂有限公司破产程序。终结破产程序裁定书同时载明：因吴江市
国亿喷织厂有限公司股东郦国强、计明华怠于履行义务，致本院只
能就吴江市国亿喷织厂有限公司现有财产进行公平清偿并裁定终
结破产清算程序，而无法对吴江市国亿喷织厂有限公司进行完整清
算，故吴江市国亿喷织厂有限公司债权人可另行提起诉讼要求吴江
市国亿喷织厂有限公司股东对吴江市国亿喷织厂有限公司的债务
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2018年6月20日，鞍山中商三农米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以
下简称“清算组”）向本院提出申请，称其已经将破产财产分配完毕，
破产清理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请求本院终结鞍山中商三农米业有限
公司的破产程序。本院认为，清算组依法履行职责，已经完成全部清
算工作，其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裁定终结鞍山中商三农米业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年12月20日，本院根据中国中药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辽宁
国仁堂药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管理人既联系不上债务人
的相关人员，又无法对债务人的印章、证照、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资
料进行有效接管，且破产清算期间也未发现债务人有可供清偿债权的
财产，且无人代为清偿或垫付。本院认为，辽宁国仁堂药业有限公司财
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且无人代为清偿或垫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6月
22日裁定宣告辽宁国仁堂药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辽宁国仁堂药业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2016年12月20日，本院根据中国中药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
辽宁国仁堂药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管理人既联系不
上债务人的相关人员，又无法对债务人的印章、证照、财产、账册、
重要文件等资料进行有效接管，且破产清算期间也未发现债务人
有可供清偿债权的财产，且无人代为清偿或垫付。本院认为，2016
年12月20日，本院根据北京京纺雪莲有限公司（原北京京纺雪莲股
份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沈阳中土畜雪莲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查明，截至2018年5月15日，共有2户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了
债权，申报的债权总金额为15 267 197.84元。经管理人对申报债权的
审查，最终确认了上述2户的债权。其中，北京京纺雪莲有限公司（原北
京京纺雪莲股份有限公司）申报债权13 274 930.37元，管理人审查
确认普通债权为13 274 930.37元；沈阳市沈河区国家税务局申报

破产企业欠企业所得税本金1 992 267.47元，管理人审查确认税务债
权为1 992 267.47元。上述可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总金额为
15 267 197.84元。破产企业名下无不动产、车辆及其它待变现的资产，
无待追回款项。本院认为，沈阳中土畜雪莲服饰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
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
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6月22日裁定终结沈阳中土畜雪莲服饰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山东省建材物资总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7月2日裁定受
理山东省建材物资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济南合创清算事务有
限公司担任山东省建材物资总公司管理人。山东省建材物资总公司的债权人
应在2018年9月15日前，向山东省建材物资总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济南市
高新区工业南路59号中铁财智中心2-1009；邮政编码：250101；联系人：刘
丽；联系电话：15064032710、0531-82804191）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山东省建材物资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山东
省建材物资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9月26日9
时在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第十六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山东]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

本院已于2018年7月3日裁定受理了济南市大通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强制清算一案，并指定山东舜元律师事务所为清算组。济南市大通能源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2018年10月15日前，向公司清算组（通讯地
址：济南市二环东路3966号东环国际广场C座1102号，邮编：250100，联系
人：金晶，联系电话：13176006020，叶永新，联系电话：13583118123）申报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交相关证据
材料；济南市大通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济
南市大通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逾期将自行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山东]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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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健全执行工作机制，
准确区分“执行难”和“执行不
能”，避免“执行不能”案件挤
占“执行难”案件的办案资源和
精力。

针对执行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庄严承
诺，“要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
执行难问题，破除实现公平正义的最
后一道藩篱。”很多人认为，既然最
高人民法院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
本解决执行难”，那是否意味着法院
就能够把执行案件全部彻底解决了
呢？

其实，所谓的“执行难”，是指
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但由于各种
原因难以执结。也就是说，“执行
难”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有
财产”，但是执行起来存在一定的难
度，而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形，
则另当别论。“执行不能”案件是指
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经执行
法院穷尽手段仍不能执行的案件。
不难看出，“执行难”不能与“执行
不能”画等号，不能将两种情形混为
一谈。

在有的执行案件中，被执行人有
财产、有履行能力，但是却一直想方
设法逃避隐匿财产，甚至下落不明。
那么，在这种案件中，如果法院能够
强化执行手段，丰富执行措施，加大
与其他部门的协调和配合，就可能找
到被执行人的财产或者其个人的行
踪。而“执行不能”案件，由于被执
行人无财产或无履行能力等客观原
因，根本无法按照生效裁判文书执行
到位，其在本质上就并不是所谓的

“执行难”案件。
“基本解决执行难”既是捍卫人

民法院司法权威、推进社会诚信体系
建设的重要手段，也是司法改革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常生活中，很
多人没有明确区分开“执行难”和

“执行不能”两个概念，导致部分当
事人面对“执行不能”时，片面地认
为生效判决成了“法律白条”，从而
质疑法院执行不力。于是，当法院执
行干警已经穷尽财产查找手段，仍然
没有找到财产线索时，有的申请执行
人就可能情绪激动，甚至采取不实举
报等方式给法院施压。

在大力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
的当下，对于“执行不能”相关内容
的解读和宣传不到位，就可能会让一
些群众将“执行难”和“执行不能”
混为一谈。假如法院在“执行不能”
的案件中耗费过多精力，则有可能没
有时间和精力解决好真正的“执行
难”案件，无疑又加剧了“基本解决
执行难”的难度。从这个方面说，全
面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必
须让群众正确认识到法院执行工作面
临的客观局限，积极破除“执行万
能”的习惯性思维。

对于人民法院而言，在宣传解决
“执行难”案件时，就不能忽视对“执
行不能”的解释。同时，有必要建立
健全执行工作机制，准确区分“执行
难”和“执行不能”，避免“执行不
能”案件挤占“执行难”案件的精
力。更为关键的是，应该让社会公众
都能理智客观辨析“执行难”和“执
行不能”，在全社会形成“基本解决执
行难”的正确舆论导向，确保执行力
量全部用在“刀刃”上。

⇨⇨上接第一版 “‘政治体检’很有
必要。”执行局支部专职副书记罗家刚
说，没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司法为民
的宗旨就会落空，办案的法律效果、社
会效果、政治效果就难以统一。“无论
我们的工作多忙，‘政治体检’都不可
少。”民二庭支部副书记陈志明说，少
数党员只有在交纳党费、党支部活动
时，才意识到党员的身份，很有必要来
一次“政治体检”。

“‘政治体检’非常及时。”审判
管理与信息技术处处长刘坤表示，随着
司法责任制改革深入推进，特别是在

“放权”之后，审判权相对分散行使，
廉洁风险加大等突出问题。有的法官机
械办案，不考虑党和国家政策、工作大
局，政治站位，案件审理效果不好。在
这种背景下开展的巡察，是一次直面问
题的巡察，也是一次全面“政治体检”
和党性洗礼。

在红脸出汗中查找问题——
深挖细究出106个问题，梳理出
178个廉洁风险点

据熊毅介绍，此次巡察不是走马观
花，而是下马找岔，处处深挖细究、动
真碰硬，在 22 个部门查找出 106 个问
题，梳理出178个廉洁风险点。

“全面从严治党的‘两个责任’落
实不到位，审判作风不严谨，基层党建
不得力，‘三会一课’制度不健全。”

“有些部门支部组织活动虚化、弱化、
边缘化，以学习心得交流会代替组织生
活会，有些党员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意
识淡化。”

为了查全、查准问题，江苏高院党
组要求各部门、各支部书记的工作报告
重在讲自身问题，讲改进工作建议。所
有的总结报告，写成绩不得超过三四
行。有 4 个支部书记的工作报告，因

“自我表扬太多，直面问题太少”，被巡
察组退回，要求推倒重来。

部门逐个展开。据纪检监察组副组
长史晓进介绍，为确保巡察效果，院党
组要求不搞大呼隆，不搞齐步走，而是
逐个部门巡行察访，确保“水过地
透”。几个部门的巡察动员大会，都是
先由院领导提要求，接着是部门负责人
报告自查的问题，然后进行政治基础知
识测试、对部门负责人民主测评，并公
布举报电话和信箱。

谈话逐个进行。此次巡察采取个别
谈心方式，一改以往多人座谈会上“你
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的氛围。巡察
工作组预先拟好谈话提纲，列明了 10
多项，提前发给约谈对象，谈话时间一
般不少于半小时。熊毅与所有中层干部
谈话在一个半小时左右，他说巡察谈话
的过程，既是发现问题的过程，更是廉
政教育提醒的过程。

问题逐条研究。在巡察三五个部门
后，院党组就专题听汇报，一条一条研究
问题，不搞一锅煮。“个别法官对外交往
多，办案让人不放心；热点部门、热点岗
位的人员没有按期轮岗；干部晋级选拔
不够公开透明；对中层正职没有考勤；组
织生活没有相互批评。个别部门经费预
算意识不强，招投标制度执行不严，物品
采购存在漏洞……”这些都成为院党组
会专题研究的内容。各部门的整改报告
在全院公示，有8个部门的整改报告，因
措施不实不力被退回，责令对整改措施
再细化。全院公布各部门存在问题、部
门负责人群众评议情况，由部门负责人
现场表态。这些细问深究，确实让不少
部门负责人红了脸、出了汗。

此次巡察，工作方法上突出全覆
盖，动员大会，谈话、反馈会都是部门
全体含合同制人员参加，原汁原味反
馈。部门均诚恳表示照单全收。很多部
门感谢巡察找出了问题，帮助明确了整
改方问。巡察组还广泛征求中基层法院

对省高院各部门意见，汇总了136条意
见，融入整改方案。

在动真碰硬中见成效——立
整立改，呈现全面从严新气象

“按相关文件规定，部门正处职领
导的办公室不得超过 18 平方米，你的
办公室经过测量超标，必须再安排一名
科级工作人员。”日前，巡察组人员走
进一些部门领导的办公室。当日，有
10 多个部门的领导办公室都由原来的
一人一间变成了两人一间。

巡察中发现有 34 名退休干部，长
期占用原先用于办公的手提电脑。纪检
监察组、巡察组直接向行装处发出整改
意见书，要求认真履职、限期收回，否则
责任追究。涉及原院领导的，熊毅负责
做工作。不到一个月，34台电脑全部收
回。

规范办公用房和收回退休人员占用
的电脑，只是巡察整改的一个缩影，院党
组对巡察中发现的问题拉单列条，要求
各部门主动认领，并实行挂号销账的方
法。

江苏高院党组成员、审判委员会专
职委员谢国伟告诉记者，院党组尤其注
重从健全完善规章制度上解决问题，最
近正在修改完善党组工作规则和议事规
则，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落实“两个责任”
加强法院队伍建设的意见》，着力构建党
建工作“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机
制。此次巡察，对一般性问题拉单列条
促整改，对重难点问题细化举措促整改，
对易反复的问题建章立制促整改。

“在政治上更加强化‘四个意识’，在
审判执行上更加注重‘三个效果’的统
一，在公费开支上保持两袖清风，在用
人上树立一股正气，这都是巡察后出现
的新气象。”熊毅告诉记者，现在分管

各部门的院领导履行“两个责任”意
识明显增强，不仅主动到支部讲党
课，而且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组织
生活。一些部门负责人从刚开始的不
理解巡察，到现在主动要求去巡察。
大家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感受到
巡察的成效。

“一岗双责”的意识更强了，机
关党委书记吴忠祥介绍，借这次巡察
东风，机关党委对各支部进一步“明
责、履责、考责”。现在年轻同志积
极要求入党的多了，挂职或在外学习
人员主动向党支部汇报思想的多了，

“三会一课”规范化程度更高了。
人民群众对司法作风更满意了。

江苏高院探索“嵌入式监督”，梳理
出执行案件的 25 个流程节点，改变
人盯人、人盯案的被动式防控，由电
脑对执行期限的节点自动锁定、自动
提醒。据执行指挥中心副主任黄涛介
绍，超长期未执行案件现在会亮红
灯，让乱执行、消极执行、选择性执
行网上曝光。上半年江苏高院机关共
审执结各类案件 7109 件，同比增长
11.79%，法官人均结案数同比增加
3.5件，共清结12个月以上长期未结
案件 341 件。江苏高院机关建立了

“以直播为原则，不直播为例外”的
庭审直播制度，全面推进庭审互联网
直播，让审判权在阳光下运行。

执行八项规定更严了。江苏高院
网站开设公示栏，所有的信息化建设
项目立项采购、公开招投标、采购结
果必须全部上网公示。办公室修订完

《接待管理办法》，完善了接待台账，
堵塞了漏洞。纪检监察组执行月报、
周报制度，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的典型问题及时通报，持续发挥警示
震慑作用。

前不久，在全国法院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
院充分肯定了江苏高院党组对部门巡
察的做法，要求在全国各高院推广。

“政治体检”激扬清风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