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总第7420期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94

PEOPLE`S COURT DAILY http://www.rmfyb.com

邮发代号：1-174 2018年7月24日 星期二

河南出台意见规范人民陪审员工作

基本解决执行难 坚决打赢决胜仗
安徽高院和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要求

加大涉民生“执行不能”案件司法救助力度

新疆“基本解决执行难”再动员再部署
本报乌鲁木齐7月23日电 （记

者 王书林 通讯员 李德志 答诗
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今天召开“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调
度会，通报近段时间全区法院“终本”
案件把控、网络司法拍卖、涉执信访处
置以及执行指挥平台实体化运行情
况，点出当前执行攻坚短板，对决胜

“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冲刺进行再
动员再部署，力争执行全面攻坚打出
声势和成效。

调度会要求，认真总结之前执行
攻坚成功经验，继续加大全面攻坚力

度，细化工作方案，精准查找存在问
题，尽力补齐工作短板。精心拟定执行
重点、难点“各个击破”冲刺方案，凝
心聚力、锐意攻坚克难。坚持各级法院
领导上阵一线指挥，率先垂范，带头执
行疑难案、骨头案，带领全体干警向

“基本解决执行难”用劲发力；坚持旬
报告、月通报和双月督查，催促重点突
破与全面攻坚齐头并进；坚持执行指挥

中心统一管理、统一协调和统一指
挥，通过执行指挥中心精心运作，形
成“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冲刺强大
合力，向全面执行攻坚既定目标迈
进。

调度会对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相关问题作了进一步明确，要求强化

“终本”案件管理，严格把控“终本”案
件的实质标准和程序规定，凡符合

“终本”条件的，坚决“终本”。对于
执行标的物拍卖，要求统一操作至
网络司法平台，以网络电子竞价方
式公开处置，应拍尽拍，公开透明、
阳光执行，没有例外，尽力提升人
民群众对执行工作的满意度。对
于涉执信访化解工作，要求以信访
化解作为执行工作终极目标，辨
法析理，耐心疏导，做细做好群
众工作，努力追求平安和谐，力
争案结事了人和，推进决胜“基
本解决执行难”全面攻坚取得最佳
社会效果。

本报讯 （记者 周瑞平 通讯
员 高 行）近日，安徽省高级人民
法院、安徽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
做好“执行不能”案件司法救助工作
的通知》，要求全省各级人民法院、
财政部门加大司法救助资金投入力
度，切实发挥司法救助资金对化解涉
民生“执行不能”案件的积极作用，
有效助力“江淮风暴”执行攻坚战深
入开展，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

通知要求，各级法院、财政部门
要充分认识做好涉民生“执行不能”
案件司法救助工作的重要性，对符合
司法救助范围的涉民生“执行不能”
案件实施司法救助，有利于彰显党和

政府的民生关怀，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

通知要求，全省各级人民法院要认
真梳理和甄别涉民生“执行不能”案
件，将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涉民生“执
行不能”案件纳入国家司法救助范围予
以重点考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依法保
障符合救助范围的涉民生“执行不能”
案件司法救助资金需要，对统筹使用上
级财政转移支付司法救助资金还存在缺
口的，应加大本级政府司法救助资金投
入，切实发挥司法救助资金对化解涉民
生“执行不能”案件的积极作用，积极支
持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执转破”案件，共
同推进涉企执行积案精准化解。

习近平对吉林长春长生生物疫苗案件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要一查到底严肃问责 始终把人民群众的
身体健康放在首位 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李克强作出批示

本报讯 （记者 冀天福） 为了进
一步贯彻落实人民陪审员法，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党组专题研究，并结合工作
实际出台了《关于贯彻落实〈人民陪审
员法〉的意见》，全面部署对人民陪审
员法的贯彻落实工作，保障人民群众对
司法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
监督权，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意见提出，要做好人民陪审员选用
工作，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广
泛性和公平性。明确规定随机抽选陪审
员时，可以根据案件情况抽选1至2名
候补人民陪审员，避免人民陪审员因故
不能到庭影响庭审，抽选过程可以组织
当事人参与或者见证。人民陪审员与案

件当事人属同一单位、同一自然村等
情形，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应
纳入回避范围。各法院根据实际情况
设置人民陪审员年度参审案件上限，
尽可能实现人民陪审员广泛参审和均
衡参审。

意见强调，要充分发挥人民陪审
员的实质参审作用，真正实现人民陪
审员制度的功能价值。规定法官应对
人民陪审员进行必要的指引、提示和
释明，开庭前应当将相关陪审权利义
务告知人民陪审员。法官适用人民陪
审员参审案件产生的工作量，在法官
业绩考评中应当予以考虑。凡人民陪
审员参审的案件，除因法定事由不公
开审理外，一般应当公开开庭审理并

邀请人民群众旁听，尽可能进行网络
视频直播，一般于庭审结束当日进行
合议并尽快宣判。

意见要求，要健全人民陪审员履
职管理和保障机制。规定各基层法院
要会同司法行政机关做好人民陪审员
履职考核工作。对表现优秀的人民陪
审员要给予表彰奖励，也可一并向所
在单位函告情况，建议对其予以表彰
奖励，并积极争取纳入当地党委、政
府表彰工作体系。同时，要设置人民
陪审员阅卷室、休息室等。对经通知
到庭参审和候补的人民陪审员，一律
给予参审补助。具备条件的法院，可
以为人民陪审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

在“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总攻阶段，人民群
众对执行到位，实现判决所确定的合法利益充满
了期待，然而有数据表明：实践中，无财产可供
执行的案件占据执行案件总数的40%左右。终结
本次执行程序（以下简称“终本”）正是为解决
这部分案件而生。

那么什么是“终本”呢？很多申请执行人不
明白、不理解，以为“终本”就是法院对自己的
案件不管了，自己的债权被束之高阁，没希望
了。其实，远不是这么回事。

所谓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主要是指对确无财
产可供执行的案件，法院将暂时终结执行程序并
做结案处理，待发现财产后继续恢复执行的一项
制度。

“终本”并非是能轻易作出的裁定，它有着
严格的适用条件。2016 年11月发布的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
(试行)》 和今年 5 月发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进一步规范近期执行工作相关问题的通知》
（以下简称 《通知》），对适用“终本”的要件
做了严格要求，案件被裁定“终本”，须同时
符合以下条件：（一） 已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
通知、责令被执行人报告财产；（二） 已向被
执行人发出限制消费令，并将符合条件的被执
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三） 已穷尽财
产调查措施，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
产或者发现的财产不能处置；（四） 被执行人
下落不明的，已依法予以查找；被执行人或者
其他人妨害执行的，已依法采取罚款、拘留等
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已依法启动刑事责任
追究程序。《通知》 更是详尽地列举了在财产
调查时一般应完成的五类调查事项，要求人民
法院对案件适用“终本”前，应严格执行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
的规定》，积极采取措施查明被执行人财产状
况和履行义务能力，同时，严厉杜绝滥用“终
本”的行为，将立案后不满三个月即“终本”
的案件，作为日常考核和巡查、评估工作中重
点抽查的对象。

“终本”也不是执行程序的实质性终结，而
是暂时的程序性的中止。“终本”后，被执行人
继续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仍在。对人民
法院而言，“终本”也并非“一终了之”，仍有
其他的“小程序”在“后台”捕捉着被执行人
的信息，并发挥着惩戒的力量——人民法院已
对被执行人依法采取的执行措施和强制措施继
续有效；被执行人或者其他人妨害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罚款、拘
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符合条件的被执行人将被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直至被执行人全部履行义务为止；一旦申请执行人提供被执行
人的财产线索，向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人民法院经核查属实后，将立即
恢复执行；人民法院也并非被动等待申请执行人提供财产线索，而是会在

“终本”后的五年内，每六个月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一次被执行人的财
产，发现财产符合恢复执行条件的，将依职权恢复执行。

说到底，“终本”，是为了让一线执行法官从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中解
脱出来，腾出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应对那些被执行人有实际履行能力的案件，从
而提高实际执结率。“终本”后，其他“后台”程序依然运行，“老赖”依然被
惩戒，申请执行人的权益仍被关注，一旦符合条件，执行程序仍将开启。由此
看来，“终本”只是暂时的，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是永远的，我们的执行干警一
直在努力！失信者寸步难行，“老赖”是逃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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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正在国
外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吉林长春长生生
物疫苗案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长春长
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产
疫苗行为，性质恶劣，令人触目惊心。
有关地方和部门要高度重视，立即调查
事实真相，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
从严处理。要及时公布调查进展，切实
回应群众关切。习近平强调，确保药品

安全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义不容辞之责，
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放在首
位，以猛药去疴、刮骨疗毒的决心，完
善我国疫苗管理体制，坚决守住安全底
线，全力保障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全
稳定大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作出批示要求，国务院立刻派出
调查组，对所有疫苗生产、销售等全流
程全链条进行彻查，尽快查清事实真

相，不论涉及到哪些企业、哪些人都坚
决严惩不贷、绝不姑息。对一切危害人
民生命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重拳打
击，对不法分子坚决依法严惩，对监管
失职渎职行为坚决严厉问责。尽早还人
民群众一个安全、放心、可信任的生活
环境。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要求，国
务院建立专门工作机制，并派出调查组
进驻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进行立案调查。调查组将抓紧完成案
件查办、责任追查、风险隐患排查等
工作。吉林省成立省市两级案件查处
领导小组，配合国务院调查组做好相
关工作，并结合此案件全面排查高风
险药品企业。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已收回长春长生狂犬病疫苗药品
GMP证书，停止该企业狂犬病疫苗生
产及销售，暂停该企业所有产品批签
发。

新华社长春7月 23日电 （记者
段 续）记者从长春市长春新区公安分
局了解到，7 月 23 日 15 时，长春市长

春新区公安分局依据吉林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对
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冻

干人用狂犬病疫苗涉嫌违法犯罪案件迅
速立案调查，将主要涉案人员公司董事
长高某芳（女）和4名公司高管带至公

安机关依法审查。
目前案件相关工作正在抓紧进行

中。

公安机关对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涉嫌违法犯罪立案调查

本报讯 （记者 程 勇 蔡 蕾
通讯员 郑 娟）为进一步落实以审
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深入
推进湖北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提
高执法效能，依法、准确、有力惩处
黑恶势力犯罪，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于近日联合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印发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犯罪、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证据收集指
引（试行）》。

指引共分为 9 个部分，7 个附
件，从一般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
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危
害性特征，恶势力犯罪，涉案财产处
置，其他规定及附件等方面，针对不
同部分的证据要求，详细列举了各类
证据的收集内容、方法及途径，指导
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全面、准确把握
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证据收集要求，
具有很强的实际操作性，为起诉审
查、案件审判夯实证据基础。

指引主要围绕组织、领导、参加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恶势力犯罪
的认定标准及涉案财产处置方面制
定证据收集指引，着重解决在认定组
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恶势力犯罪及涉及财产处置过程中
应当围绕哪些事实收集哪些证据的
问题，强调证据应当全面收集。

指引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起草思
路，将案件裁判需要的内容分解为
各个要素，针对各要素，明确侦查
机关、检察机关应当围绕相关要素
分别收集、提供哪些证据。为便于
政法机关各办案人员梳理案情，指
引结合法律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犯罪的四个特征制定了各特征事实
情况一览表，将复杂的组织犯罪表
格化，并制定了 《财产处置明细一
览表》作为附件，为审理好黑恶势力
犯罪案件奠定了较为完备的证据基
础。

本报讯 近日，广东全省法院扫
黑办主任会议在江门召开。会议传达
学习了郭声琨同志在全国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督导工作培训班上的讲话精神
和全国扫黑办主任会议精神，通报了
全省法院今年上半年专项斗争工作开
展情况，对下半年深入推进专项斗争
工作和迎接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央督导组督查指导进行了部署。

会议指出，今年上半年，全省
法院严格按照中央、最高人民法院
和省委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要求，先后审理和审结了一批重大
典型的涉黑涉恶犯罪案件，依法打
击了一批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
对一批典型的黑恶势力犯罪集团案
例进行广泛宣传报道，营造了全面
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的良好氛围。全
省法院采取组建扫黑除恶专业审判
团队，建立健全线索快速移交机

制、工作台账机制等“七项工作机
制”，编纂相关资料汇编，举办多个
层次的扫黑除恶专题培训班，系统
开展“纯洁政法队伍 建功扫黑除
恶”主题教育活动等多项举措，依
法从严从快审理涉黑涉恶案件，认
真履行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
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

会议强调，全省法院扫黑办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认识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推动全
省法院专项斗争工作走向深入；进
一步提高办理涉黑涉恶案件的质
效，加大专项斗争的宣传力度和声
势，以实际战果回应人民群众期
待，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黄胜龙 林 婷）

湖北公检法联合出台文件

全面规范涉黑犯罪案件证据收集工作

广东召开全省法院扫黑办主任会议

着力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

扫黑除恶在行动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为确保执行质效，达到“基本解
决执行难”目标考核要求，7月21日至22日，该院领导带领干警利用周末
和休息时间，连续作战，整理案卷、查漏补缺、装订归档、录入信息系统
等。图为立案庭干警深夜检查案卷。 李静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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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八一”建军节，近日，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景区法庭开展“维军
开放日”活动，邀请某驻武部队官兵到庭参观。活动中，官兵们旁听了一起合同纠
纷案件的庭审，参观了法庭的调解室、电子签章室、荣誉室、阅览室等，法官还对
官兵们关心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认真解答。 陈仁萍 摄 本版编辑 骆惠华 fyxw@rmfyb.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