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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法院“江淮风暴”执行攻坚有声势有力度
李国英要求省政府全力支持配合

基本解决执行难 坚决打赢决胜仗

有 AI 加盟 事半功倍
——浙江法院构建审判智能化新模式

本报记者 孟焕良 本报通讯员 李金铭

对症治顽疾 利剑破坚冰
——沈阳法院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纪实

本报记者 刘宝权 本报通讯员 王建舟

“排序成功90张，缺页10张，非本
案卷宗5张。”当全国许多地方的法官
助理、书记员还埋头在人工整理卷宗的
案牍劳形中时，浙江法院“智能卷宗排
序机”已给出反馈提示。电子卷宗已随
案同步生成，书记员将一堆纸质卷宗随
意放入排序机，它便一页页对照电子卷
宗，一页页按序排放，3 分钟内完成，
折角、重张、缺页、多页等瑕疵“毫厘
不差”被纠正。

为进一步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AI）等现代科技成果构建审判智能化
新模式，提高法官办案质效，近年来浙江
法院着力推进诉讼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
成，全面开发和支持电子卷宗在案件办
理、诉讼服务和司法管理中的深度应用，
努力打造智慧法院示范省。在最高人民
法院指导支持下，浙江确定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玉环市
人民法院为试点，积极探索电子卷宗随
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模式，致力于构
建一套涵盖自助立案、移动阅卷、电子送
达、信息回填、辅助办案、智能庭审、一键
归档的智能、便捷、高效的智慧法院办案
新模式，让一线法官和诉讼参与人有更
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目前，浙江全省法院已完成法院材

料收转及智能卷宗系统、智审系统的部
署，通过试点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
验。

电子卷宗自动分类 纸质
卷宗智能排序

4月12日，浙江高院历时一年多潜
心研发的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体系正
式上线并成功运行。浙江高院审判管理
处处长姚海涛说，它包含“电子卷宗自动
分类”功能和“智能卷宗排序”设备，实现
电子卷宗自动高效采集以及基于电子卷
宗的纸质卷宗智能排序，根本性确保电
子卷宗和纸质卷宗保持严格一致。

据了解，电子卷宗自动分类系统，利
用深度学习算法自动识别文件类型并归
档，扫描后的卷宗直接自动归目，实现同
一目录下的重新排序及不同目录下的重
新归类，摆脱常规在卷宗目录文件下分
别扫描及人工归目，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电子卷宗生成后，纸质卷宗就交给
“它”吧。这是一台国内首创的装备，
名叫“智能卷宗排序机”。它3分钟内
对一本纸质卷宗进行完整排序，并可检
出折角、重张、缺页、多页等瑕疵页，
完全排除肉眼观察、手动排序的疏忽。

电子卷宗链接审判系统
送达平台和数字法庭

“长期以来，法院信息化建设大多
致力于为当事人减负，面对案多人少的
矛盾，信息化也要转向为咱们法官减
负！”台州中院院长王中毅说，台州两
级法院紧紧围绕一线法官的实际需求，
积极推动智审系统应用和优化升级，在
原有裁判文书辅助生成、类案推送等功
能基础上，开发裁判文书编写语音输入
法、左看右写、调解书快速生成等多项
创新功能。

台州中院老法官童明强要写判决书
了，他点开“文书制作”，屏幕右边出
现写字框，再点击左边的电子卷宗，

“左看右写”，直接引用证据，无须翻阅
卷宗，无须重复摘写证据内容。“打字
累了，还可以通过这个语音输入写，彻
底摆脱了码字烦恼。”他指着语音输入
按钮说。

台州法院在试用智审系统的过程
中，将电子卷宗链接审判系统、送达平
台和数字法庭，推动了电子卷宗深度利
用多元化。在电子卷宗随案扫描的基础
上，由智审系统对全卷内容进行文字转
化、语义分析，自动抽取、智能校验立
案必填项、审判系统必填项、司法统计
必填项等案件信息，并向审判系统回填
各项信息。送达平台系统直接调取电子
卷宗，将案件起诉书副本及证据材料、
加盖电子签章的程序性文书以 PDF 图

片格式通过微信电子送达的方式发给当
事人，或经 OCR 识别后生成文字格
式，以短信方式发送给无微信、无彩信
当事人，实时把握受送达人的送达及接
受情况，实现送达工作的电子化、集约
化、全局化。

同时，将案件基本信息、证据材料
等信息直接推送给数字法庭系统，利用
智能语音识别技术调取电子卷宗证据，
实现庭审电子质证随讲随翻，保障庭审
过程高效公开与公正。在刑事协同办案
系统中，公安、检察、法院的电子卷宗
直接网上流转，简单刑事案件远程开
庭，网上实时电子质证，网上高效裁
判。

一键转档 办案实现无纸化

电子档案已然自动生成，纸质卷宗
是否多此一举？这也成为很多法官在智
慧法院办案新模式来临后的困惑。

试点过程中，玉环法院在充分论证
电子档案无纸化存在无技术障碍、取消
纸质档案有合法性后，率先开展电子卷
宗转化电子档案试点，实现电子卷宗

“一键转档”，取消程序性文书与部分证
据材料纸质材料归档，为解决全省档案
库房告急、二次扫描带来的资源浪费等
问题提供智慧和方案。

该院从实际出发，分站式部署扫
描，在诉讼服务中心、审判业务部门分
别部署外包服务人员，开展电子卷宗随
案扫描工作。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 武新邦 通讯
员 程 丽 高 研）近日，安徽省省长
李国英就安徽法院开展的“江淮风暴”
执行攻坚战作出批示，表示“江淮风
暴”执行攻坚战打得好，有声势、有
力度、有协同、有成就，并要求省政
府全力支持、积极配合“江淮风暴”
执行攻坚战，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建
设现代化五大发展美好安徽营造良好
的法治环境。

据了解，为打好“江淮风暴”执行

攻坚战，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成立
16个督导组，分别包保督导16个中
级法院，逐一面对面拉出问题清单，
实地进行对照检查和跟踪督办；建立
16 个执行督导微信群，随时交流、
互动，在不断解决细节问题中推动落
实。坚持多方联动，安徽高院与安徽
省公安厅发布协助查人扣车文件，在
临控助力执行上出实招、上干货；与
安徽省检察院、公安厅发布办理拒执
案件指导意见，强化对拒执罪制裁力
度；与多个部门共同出台联合惩戒、

失信纳入等举措，形成联动打击。同
时，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
体与“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共同发
声，与省新媒体集团联手建立安徽失
信被执行人曝光平台，实现执行动态
信息的全媒体、一站式发布。下一
步，安徽法院将进一步完善综合治理
执行难工作格局、进一步加大案件执
结力度、进一步提升执行智能化水
平、进一步加大执行宣传联络力度，
一鼓作气、乘势而进，将“江淮风
暴”执行攻坚战进行到底。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确定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宁夏回族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北
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为解决执行难样板法
院。这五家样板法院在执行规范化、信息
化、联合信用惩戒、开展专项活动等方面存
在突出亮点，值得借鉴。

为客观准确评价“基本解决执行难”情
况，体现解决执行难效果评估工作的客观
性、中立性和权威性，最高人民法院引入第
三方评估机构，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四个
部门，联合13家新闻媒体、15名专家学者
组成评估团体，对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
难”进行跟踪评估。第三方评估机构于
2017年对外发布了评估指标体系，涉及230
多个具体指标，今年 5 月又对指标体系进
行了修订完善，在执行实际效果、当事人
满意度、社会认可度上增加了指标、加大
了权重。在此次预评估过程中，第三方评
估机构按照修订后的指标体系，从规范执
行、阳光执行、监督管理、执行保障、执
行质效等方面，对样板法院进行了全面评
估，样板法院在网上办案、网络查控、失
信惩戒、网络拍卖、指挥中心建设、综合
治理大格局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特别是
深圳两级法院和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
院，截止到今年上半年，有财产可供执行
案件法定期限内实际执结率、终本合格率
和信访办结率均接近90%。

构建科学的第三方评估体系，形成各
方共识和内外合力，是破解执行难，促进
司法公正的重要一环。引入第三方对执行
工作评估，既要确保第三方的独立性，更
要注重第三方的权威性。一方面，在设置
评估体系时要兼顾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两
个方面，不能只顾短期效应，而忽视长效
机制的建设；另一方面，第三方评估的目
的就是要客观还原执行工作的基本情况，
找出执行工作存在问题的症结所在。在评
估指标的制定上要尽量做到科学合理，剔
除了原有不合理的评估指标，改变了原有
不合理的统计方式。同时，在评估方法上
也需注重全面性和多元化，将执行工作的
客观数据和文献分析、问卷调查、案卷评
查以及访谈座谈等方式结合起来，既强调
客观数据，又兼采受众主观感受。迎接第
三方评估，全国各级法院要紧紧围绕评估
指标，进一步强化工作的针对性和目标
性，不断提升工作的效率和效果，向样板
法院看齐，向评估指标靠近。

当前，迎接第三方评估的工作还有待
进一步规范。有的法院对第三方评估指标理解不到位，有的法院为完成长效
机制建设的评估要求，制定出台很多文件，但并未认真贯彻落实，有的为完
成执行质效的评估要求，不是想方设法加大执行力度，而是通过限制立案、
减少收案、虚假结案等方式投机取巧，严重背离“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目的
和初衷。去年开展的第一轮执行巡查工作，对执行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把
脉问诊，并列出问题清单向各地进行通报。今年6月份开展的第二轮巡查不
仅是要发现问题，同时要帮助各地法院解决问题、克服困难。这次巡查要求
少做官样文章，单刀直入，围绕评估总体指标和核心指标发挥督战、督导作
用。

8月份就要正式开展第一批评估工作了，各地法院要向样板法院看齐，既
要注重评估样板法院的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为执行工作的健康长远发展提供制
度支撑，也要注重评估执行工作中突出问题的解决情况，及时发现问题，补齐
短板，严格对照第三方评估体系标准，凝全院之力，举全院之功，吹响冲锋
号，不断优化提升执行工作，迎接大考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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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金雕查控网”，为“老
赖”布下天罗地网；为“老赖”专属
定制“失信彩铃”；在全省率先采取

“先腾房，后拍卖”的办法，解决房
屋等固定资产处置和变现难问题……
辽宁省沈阳市两级法院“一盘棋”，
出硬招、下狠招，“基本解决执行
难”风暴战役正在如火如荼开展。

今年4月3日，沈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召开了沈阳两级法院基本解决执
行难工作推进会，成立了决胜“基本
解决执行难”指挥部，沈阳中院党组
书记、院长段文龙为总指挥，党组成
员为副总指挥，执行局局长和其他院
领导为指挥部成员。基层法院比照中
院成立了相应的机构。

在沈阳中院党组的强力推进下，沈阳
两级法院执行工作不断规范，执行案件质
效显著提高，执行队伍素质形象明显改
善，全社会合力解决执行难格局初步形
成，“基本解决执行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科技助力“金雕查控网”
将“老赖”一网打尽

创新是恒久的发展驱动力。沈阳法
院积极探索运用信息化手段推进执行工
作创新。“金雕查控网”就是沈阳法院
惩治“老赖”的一把利剑。6月20日，
在一起标的额为 5000 余万元的执行案
件中，执行法官利用“金雕查控网”查
控被执行人财产4003万元，再次告捷。

沈阳中院执行局局长白云良告诉记
者，以金雕命名意喻“金雕查控网”全
方位视野、精准打击的理念，也饱含着
沈阳两级法院做好执行工作的自我激励
和惩戒“老赖”的目标追求。

据悉，目前“金雕查控网”已与
驻辽 （沈） 34 家银行全部实现联网查
询功能，其中 24 家银行还能够同步开
展网上冻结 （解冻）、扣划业务，实现
了财产查控网查、冻、扣一体化功
能。除与银行业成功联网外，“金雕查
控网”还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省知识
产权局、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沈阳
公积金管理中心、市公安局等 48 家联
动单位实现网上信息交换，查询被执
行人财产、身份、出行等信息。按照

市委政法委组织 33 家执行联动单位
会签印发的 《关于协助人民法院执
行及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
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在巩
固与 48 家联网单位联动的基础上，
与供电局就迁出房屋、腾退土地案
件停止供电，与林业局就查询被执
行人林权证，与银行业协会就查询
被执行人理财产品和交易明细等达
成了联动的一致意见。

截至 5 月 31 日，“金雕查控网”
共查询案件 218606 件，冻结金额
24.89 亿元，扣划金额 3.84 亿元；查
询知识产权案件35327件、出入境记
录 72504 人次、车辆 86541 件、酒店
住宿 39421 件、公积金 47952 件、不
动产41751件。

皇姑区人民法院充分利用“金雕
查控网”查控被执行人财产的同时，
积极引入新浪网“执行天眼”系统，
解决被执行人难找问题。和平区人民
法院与阿里巴巴公司合作，研发建立
执行智能化办公系统，依靠科技助
力，确保执行提速。

⇨⇨下转第二版

河南省沁阳市西万镇的被执行人
杨某长期拖欠两个孩子的抚养费不予
支付，执行干警多次做工作均未见
效，后来干脆外出找不到人。在7月
14 日凌晨，沁阳市人民法院开展的
集中抓捕行动中，正在家中睡觉的杨
某被执行干警抓获。杨某因拒不支付
孩子抚养费于当天下午被司法拘留。
近两个月来，沁阳法院在凌晨、夜间
开展集中抓捕“老赖”行动 12 次，
抓捕“老赖”63人，执结案件180多
件，涉案金额300多万元。

张建忠 摄

拒付抚养费
深夜被抓获

本报讯 （记者 程 勇 梅 瑰）
为进一步做好人大代表监督工作，增
进人大代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全方
位、深层次、多角度的了解和理解，
近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举行“法
院开放日”活动，邀请孝感、随州等
市的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
一行 12 人走进法院，参观视察法院
工作，并组织代表座谈，听取代表对
法院工作的意见建议，湖北高院院长
李静出席座谈会。

代表们参观了湖北高院诉讼服务
中心、综合信息中心、院史馆、科技
法庭，观看了信息化建设、司法体制
改革以及“基本解决执行难”宣传
片，听取了立案登记、科技法庭、法
律援助等便民措施的介绍，代表们对
近年来湖北高院坚持以司法为民、公
正司法为主线，在信息化建设和诉讼
便民服务方面取得的工作成绩予以充
分肯定。

随后召开了人大代表座谈会，院

领导向与会代表报告了湖北高院有关
工作，代表们对全省法院工作取得的
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了许多中
肯的意见和建议。代表们一致认为，
法院在深化司法公开、强化审判管
理、优化便民服务、破解执行难题等
方面创新进取、成绩显著。代表们纷
纷表示，这次“法院开放日”活动组
织严谨、内容丰富、作风细致，让代
表们感受到了湖北高院主动接受监督
的诚心和加强联络工作的决心。

李静对各位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
表示衷心感谢。她指出，自觉接受人
大监督是人民法院司法为民、公正司
法的重要保障。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
更加艰巨繁重，必须进一步增强接受
人大监督的自觉性、主动性，加强与
人大代表的日常沟通联络，认真办理
代表建议，广泛听取、积极采纳代表
们提出的意见，真正把代表们的意见
建议作为加强和改进法院工作的重要
依据和强大动力。

人大代表参观视察湖北高院
对法院破解执行难等工作给予好评

人民法院报
官方微信二维码

本版编辑 王珊珊 fyxw@rmfyb.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