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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俊对浙江行政审判工作批示时强调

加强府院互动 努力建设法治浙江

突破，在攻坚期与深水区
——由“吴江经验”解析江苏法院“执转破”试点之路

本报记者 娄银生

基本解决执行难 坚决打赢决胜仗

“执转破”，作为贯彻落实中央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部署，
成为当前从制度上打通解决部分执
行难问题“最后一公里”的迫切需
要。5 月 10 日，江苏省三级法院院
长聚集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参
加全省法院“执转破”工作现场推
进会，近200名代表现场观摩了“吴
江经验”。

静水深流，在步履维艰的
执行较量中

2016 年初的冬日特别寒冷，潮
湿的空气中又夹杂着雾霾。从这年3
月起，吴江法院快速融入“基本解决
执行难”这场勇气与智慧的决战中。

“2016年上半年，我们新收执行
案 5800 多件，同比增长 28.57%。面
对执行压力，唯有披荆斩棘，寻找破
解难题的新手段。到今年5月，我们
终本案件1.4万件，其中涉及企业的
3507 件，标的额 110 亿元，3.5 个执
行人员耗在终本案件的程序上。”吴

江法院院长陈晓君说起当时的情形仍
忐忑不安。

记者从推进会上获悉，截至今年
4月底，全省法院未结执行案件24.5
万件，其中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的案
件近 40%。此外，未结和终本案件
中，同一企业法人涉案超过 50 件的
有 838 个，超过 100 件的有 220 个。
大量的这类案件长期沉淀在执行程序
中，明明已“无药可救”却仍需消耗
大量人力物力，反复采取执行措施、
反复接待申请执行人来访，牵扯大量
时间精力，成为“基本解决执行难”
的沉重包袱和重大隐患。

在如火如荼的执行较量中，吴江
法院静水深流，探索“执转破”，打
通“肠梗阻”，工作力度不断加大。
2017 年至今年 5 月，执结 16711 件，
结案标的额252.39亿元，同比增幅均
超过20%。

“要加快完善执行与破产衔接机
制，打通解决企业法人执行难的‘最
后一公里’，让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
的案件从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

江苏高院副院长褚红军表示，彻底清除
执行积案，是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
这场硬仗的一项重要举措，可以从源头
上分流减少执行甚至是诉讼案件，及早
化解矛盾纠纷，防患于未然。江苏高院
相继出台了规范执行案件移送破产、

“执转破”案件简化审理等指导性意
见，并确定吴江法院等为“执转破”试
点示范法院。省、市法院领导以问题为
导向，深入指导，以点带面，全省法院
执行局仅2017年移送破产审查案件423
件，涉及执行案件逾1.3万件。

水落归槽，在不断释放的叠
加效应中

5月10日这天，聚集在吴江法院的
与会代表现场寻根问蒂，气氛热烈，对
炜华集团公司“担保圈链”等八类典型
案件进行总结。艾克斯尔乐器公司无产
可执的“执转破”案，作为该院首例

“执转破”案件，由执行移送破产，是
在彻底消除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又恢复
执行的“抽屉案件”。该案用时 3 个

月，彻底化解执行案件 19 件；方圆化
纤公司化解大量执行积案“执转破”
案，在执行局移送破产审查时尚有未执
结或终本的执行案件 271 件，标的额
2.6亿元。该案“执转破”后，积压的
执行案件得到一揽子实体终结，还覆盖
了尚未进入诉讼的隐形纠纷 29 件，标
的额1.06亿元……

“执行手段显现的是强制与办案效
率，而实施破产显现的是公平与社会效
益。”作为院长，陈晓君对此体会颇
深。据介绍，自 2016 年 12 月至今年 6
月 20 日，吴江法院立案登记破产案件
125件，其中执转破有74件，正式受理
破产案件103件，其中执转破62件，涉
及执行案件2682件，执行标的额172.7
亿元，56家企业宣告破产，7家企业重
整成功，共清理债务194.38亿元，清偿
债权 26.54 亿元，盘活资产 29.7 亿元，
有效释放土地资源83.5万平方米，妥善
安置职工3574人……

由“执转破”带来的叠加效应仍在
不断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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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小康） 近
日，重庆5个中级法院院长和7个基
层法院院长集中就“基本解决执行
难”专题述职。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杨临萍听取述职并讲话。

5个中院和7个基层法院院长每
人述职不超过 12 分钟，围绕“人民
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第三方评估指标
体系”，坚持问题导向，分别从“基
本解决执行难”进展、存在的问题和
短板，下一步执行攻坚打算等方面做
了汇报。重庆高院执行局局长张晓川

通报了全市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
的整体进展情况。全市法院院长、执
行局局长随后参加专门工作部署会
议。杨临萍要求全市法院以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和强烈的使命感、紧迫感，
以破釜沉舟、舍我其谁的勇气和决
心，坚决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

场硬仗。
会议明确，“基本解决执行难”已

进入决战总攻关键期。要突出工作重
点，以强有力的措施合力打好攻坚决胜
战。要对标对表做好迎检工作，严格对
照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认真开展自评
自估、自查自纠，全面理解吃透指标体

系和标准对执行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要
摸清底数、明确标准，坚持实事求是，
确保评估结果客观真实。同时要深化实
施专项巡查制度，各督导巡查组对受检
法院切实担起责任，加强持续督导，坚
持结果导向，密切跟踪受检法院问题整
改。

会议强调，要深化联合信用惩戒措
施，以发布打击拒执罪规范性文件为契
机，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拒执行
为，要果断移送公安机关刑事立案或引
导当事人提起自诉，提升执行威慑力。

重庆：12家法院院长就“基本解决执行难”述职

本报讯 （记者 闫继勇）“今天大
家签下了责任状，立下了军令状，如果
不能完成任务，就要依纪依规追究责
任。”在近日召开的山东全省中级法院
院长座谈会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张甲天与全省 19 个中级法院院长签
订了“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责任书。
为做好决战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最
后冲刺阶段工作，张甲天在会上强调，
全省法院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山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
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精神，向执行
难发起全面总攻，确保如期打赢“基本
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

会议指出，全省法院要坚持问题导
向，坚持精准施策，进一步查找难点、
痛点和堵点集中发力，有的放矢抓好整
改，全力打通“基本解决执行难”最后

一公里。要坚持目标导向，围绕“四个
基本”和“四个90%、一个80%”的目
标要求，紧紧扭住“一个最根本指标”
补短板，突出“两项重点”攻堡垒。要
精准施策，用好突击执行手段，用足强
制措施，切实加大案件办理进度，加大
规范化、信息化，进一步筑牢“基本解
决执行难”攻坚战的工作基础。要切实
强化一把手的政治责任，进一步扛起

“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的政治重任。
据悉，今年以来，山东法院注重统

筹协调，执行工作力度持续加大，已移
送公安机关涉嫌拒执罪人员820人，公
安机关立案侦查260人，法院判决223
人，执行质效指标明显提升，全省法
院执行实施案件新收和旧存转来共35.5
万 件 ， 已 执 结 23.6 万 件 ， 执 结 率
66.5%。

山东：19个中院院长签订决胜执行难责任状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员
朱秀华） 近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7年全省法院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情
况报告》（简称《行政审判白皮书》）先后得
到省委主要领导的批示肯定。浙江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车俊在批示中对全
省法院依法履行行政审判职能，有效预防
和化解行政争议予以充分肯定，希望全省
法院不断提高行政审判工作水平，加强府
院互动，努力建设法治浙江。

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袁家军和浙
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冯飞也分别作
了批示。

据了解，2017 年浙江法院共新
收一审行政诉讼案件13110件，相比
2016年的10980件上升19.40%，审结
12741件，其中共判决行政机关败诉
案件 1462 件，占一审行政诉讼案件
全部结案总量的11.47%。

据悉，《行政审判白皮书》梳理
了去年浙江法院行政诉讼和非诉行政
审查工作的新特点，其中首次对行政
案件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司法建议
发送与反馈情况进行了全面细致分
析，同时提出了推进新时代法治浙江
建设的六点意见建议，牢固树立法治

思维，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
引，协同推进法治政府和数字政府建
设；创新运用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共同打造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机
制；以县乡两级为突破口和着力点，
夯实法治政府建设的基层基础；依法
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中心工作，抓
好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工程”；进
一步提升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实
效，切实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引
领作用；尽快出台全面推进“裁执分
离”机制指导意见，合力打造理顺行
政强制执行机制的“浙江模式”。

本报北京 7月 17 日电 今天，
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实务培训班在
国家法官学院开班。最高人民法院党
组成员、副院长李少平出席开班式并
发表讲话。

李少平指出，今年6月习近平总
书记就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从全
局和战略高度科学诠释了禁毒工作的
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一系列
加强禁毒工作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
措，是新时代开展禁毒斗争的科学指
南和行动纲领，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新时代禁毒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
明了前进方向。

李少平强调，各级人民法院一定
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上来。要按照周强院长
在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会议上提出的具
体要求，紧紧围绕人民法院的工作职
责，深入研究人民法院开展禁毒工作
的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要积极参与
国家禁毒委员会部署的“两打两控”
专项行动，紧密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充分发挥刑事审
判职能作用，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
罪。要严格落实禁毒工作责任制，大
力加强刑事审判队伍建设，不断健全
审判工作机制，积极参与禁毒宣传等
综合治理工作，推动新时代人民法院
禁毒工作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五庭的
相关负责同志，以及来自全国法院刑
事审判系统的 120 名学员参加开班
式。 （方文军）

本报上海 7月 17 日电 （记者
严剑漪 通讯员 崔缤予）今天，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为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提供司法服务
与保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

《意见》 一共包括“总体要求”
“具体措施”“工作要求”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总体要求”阐明了司法服
务保障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重要
意义和基本原则，强调了司法服务保
障应当把握和遵循的职能定位和科学
理念。第二部分“具体措施”立足于
涉航运中心建设的各类案件审理，提
出了司法服务保障上海国际航运中心
建设的具体举措。第三部分“工作要

求”从司法体制改革、司法服务保障
能力两个方面，分别明确了做好服务
保障工作的具体要求。

其中“具体措施”和“工作要
求”包含了三方面内容。首先，在民
事、行政、刑事审判中涉及航运中心
建设的十三类主要案件的审理中，上
海法院将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积极营
造良好的航运法治环境。其次，上海
法院将着力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不断
完善服务保障机制，推进“五项机
制”改革。最后，上海法院将全面提
升服务保障水平，全力对接新时代新
要求，促进“四种能力”的提升，包
括加快推进人才培养、创新升级智慧
法院、深化拓展司法公开、着力实施
精品战略。

李少平在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实务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推动新时代人民法院禁毒工作实现新发展

上海高院发布意见要求

服务保障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本报讯 7月16日，广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发布了《广东法院审理离婚
案件程序指引》，对不公开审理、本
人到庭、全面解决纠纷、职权探知等
原则进行了完整规定，内容涵盖了调
解审判两大程序，细化了离婚、子女
抚养、财产分割事项的审理方式，并
设置了离婚财产申报表、家事调查报
告、心理疏导报告等 15 个配套文书
格式，具有很强的指引性和操作性。

通过8年多来对专业化审判的不
断强化建设，目前，广东省有独立建
制的家事审判庭 （家事少年庭） 18
个，专门审理家事案件的人民法庭

12个。已综合开展各项改革的60家
法院全部配备专门的家事审判法官和
司法辅助人员，组建家事审判团队
92个。

近三年，广东法院共审结家事案
件近 20 万件，家事审判工作平稳向
好。2016 年至 2017 年，开展综合性
家事审判改革的4家全国试点法院和
8 家省级试点法院结案率为 90.1%，
调撤率为 54%，服判息诉率为 84%，
发改率为5%，较改革之前，实现了
结案率、调撤率双提升和上诉率、发
改率双下降。

（陈虹伶 刘史丹）

广东高院发布审理离婚案件程序指引
对不公开审理、本人到庭、职权探知等原则进行了完整规定

7月16日，四川省邛崃市人民法院平落人民法庭法官冒雨来到所辖孔
明乡姜殿村，对一起水污染责任纠纷案巡回开庭审理并现场查验。图为勘
查现场。 徐 献 徐 俐 摄

7月17日，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人民法院执行干警根据申请执行人提供
的线索，在叶集区姚李镇一十字路口悄悄守候。当从上海回来的大巴车到达
并在路边停车时，执行干警立马出动，成功将从客车上下来的“老赖”拘
留。 田成俊 赵振宇 摄

为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近日，
江西省新干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一起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据了解，在法院判决生效后，被
执行人邹某拒不履行义务。新干法院
执行干警决定依法采取强制搬迁的执
行措施，并发布强制搬迁公告，责令
邹某在 7 月 5 日前清空并搬出店面。
公告期满后，邹某仍拒不搬离。日
前，该院执行干警依法对该店面进行
了强制开锁和清场，对店内物品登记
造册清点装箱，搬至指定地点封存，
并将店面归还给申请人。

图为搬迁现场。
张斯良 卢慧中 摄

强制搬迁

今
日
导
读

推进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 陈一新

（文见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