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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执
行局副局长 张志东

为了48位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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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三）

33年，我是一名执行“老兵”
谢兵剑/口述 阳玉婷/整理

投稿邮箱：fyxw@rmfyb.cn 邮件标题请注明“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见证”征文

中国国际私法学会2018年年会举行

1985 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参加
了面向社会的第一批招干考试，成为
四川省剑阁县人民法院的一名书记
员，被分在鹤龄人民法庭。我去之
前，鹤龄法庭只有两名法官，办案的
时候，他们相互给对方做书记员。法
庭没有独立的办案场所，我们就在鹤
龄区公所一楼角落的两间屋子里办
公。刚上班，老庭长就带着我往村里
跑。我把卷宗背上，跟着老庭长把涉
案的十几个村子跑了个遍，我们花了
十天时间，成功调解了三四件案件。
那时人口流动少、民风淳朴，送达和
调解都比较容易。

1991 年，我通过全国成人高考，进
入业大学习。1996年，我又通过专升本
考试，考进了西南政法大学。此后，我一
直在法庭轮岗，经历了企业改制和职工
下岗潮。那时，审判权和执行权不分，案
件从审理、判决到执行，均由承办法官负
责。我先后任过城北法庭庭长和经济一
庭庭长，办理诉讼案件的同时，常年也和
执行工作搅在一起，深知其中的弊端。

2003年6月，我担任执行局局长，干
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全院执行事项归口管
理。我用了两年时间，穷尽手段，彻底消
除了执行“包包案”“抽屉案”现象，执行
权逐渐实现规范化运行。2007年，我担

任剑阁法院副院
长，分管执行工
作。那几年，案
件数量激增，人
口移动频繁，送
达难和执行难问
题凸显。但除了
中间两三年没有
分管执行，其他
部分时间，我都
坚 守 在 执 行 战
线，成了一名名
副 其 实 的 执 行

“老兵”。
2008 年，汶川县发生特大地震，剑

阁县是重灾区，但相邻的青川县是极重
灾区，物资都需要从剑阁中转。地震之
后，抢险救灾、综治维稳，样样都是大事，
我们白天开庭审案、调解纠纷、查人找
物，夜里卸载物资向青川转运。那段时
间，余震不断，我们住在山坡上，开庭在
临时搭的棚子里，条件非常艰苦，但是没
有一个人叫苦，灾难面前，大家被紧紧地
凝聚在一起，相互鼓励，共渡难关。为全

力推进灾后重建，我们对涉民生案件
优先执行、优先兑付，当事人不能及时
来现场的，我们就把钱送过去。我拖
着在地震中受伤的腿到柘坝乡给申请
人李某送执行款，他感动得落下眼泪，
我现在都还记得。

地震后，我们得到了来自黑龙江
及全国各地的千里驰援，我们唯有尽
全力履行司法职责，用行动回报深情
厚爱。

如今，法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我刚工作的时候不知电脑为何
物，现在信息化与执行工作深度融合，
智慧法院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办案基本靠走，如
今实现了网上立案、视频开庭、远程调
度；法院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各法庭都
新建了办公楼。

我们这代人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
来的红利，感受到了司法改革的巨变，
我们更要抓住历史机遇，夙夜在公、履
职尽责，这一辈子就活得很有意义。

（作者单位：四川省剑阁县人民法
院）

（左图）在鹤龄法庭工作期间的工作照。
（右图）地震后在板房开展执行款集

中兑付。

青海省泽库县人民法院通过推进内设机构
改革、强化繁简分流、尝试辅助事务外包等综
合配套机制改革，盘活用足现有力量，实现了
审判团队的扁平化管理、常态化运行、科学化
考核，在最大程度释放团队潜能的同时，确保
司法责任制落到实处。

一、以差异管理为指导，推进审判团队组建
运行科学化

一是该院根据案件难易程度，确定多元化
团队组建模式。在对各业务庭案件数量、难易
程度、人员结构进行深入调研分析的基础上，
以现有部门和人员为基础，以审判效率和专业
为主要考量要素，组建差异化审判团队3个。
第一审判团队，配置员额法官1名，法官助理
2 名，书记员 1 名。负责立案登记，申请再
审、管辖权异议、财产保全案件（限诉前保全
和情况紧急的诉讼保全）的审查、上诉卷宗移
送和取回及其他事务性工作；负责诉前调解，
司法确认、小额诉讼程序和该团队认为适宜由
其审理的其他简单民商事案件与批量民商事案
件。同时，在该审判团队设立信访室，负责该
院涉诉信访各类事务的处理。第二审判团队，
配置员额法官5名，法官助理7名，书记员5
名，组成形式为“5+7+5”。独任审理或随机
组成合议庭，主要负责民事、刑事、行政案
件、再审、发回重审和执行异议案件的审理。
第三执行团队，配置员额法官2名，法官助理
2 名，执行员 2 名，书记员 1 名，司法警察 3
名，组成形式为“2+2+2+1+3”，主要负责执
行案件的实施及裁决。在团队人员配备上，根
据办案时间和数量将法官助理分为高级助理和
初级助理，根据员额法官资历和承办案件类
型，进行合理搭配。

二是以内设机构改革为契机，弱化审判庭
对团队的影响。该院通过内设机构改革，将原
8 个内设机构减至 5 个，将一些业务类型相
近、人员匹配性高、紧密协同性好、存在业绩
竞争的部门合并。审判庭设置更多地侧重流程
监管督促，审判团队的人员由院里统筹调整，
审判案件的种类、数量由审判管理部门动态调
整，使法院扁平化管理成为现实。

三是以院庭长办案为推动，强化审判团队
主体地位。该院院庭长全部编入审判团队，带
头办理疑难复杂案件。在省高院规定的办案数
量基础上提高正、副庭长办案指标，要求庭长个
人承办案件数量达到本庭平均收案数的60%。

四是以个性化的业绩考评，调动审判团队
成员积极性。该院将审判团队作为整体进行绩
效考核。考核办法以近三年的办案数量为基础
设定目标值，综合考虑团队人数、审判职务等
因素，为员额法官、法官助理、执行员、书记
员分别设定对应系数。综合考量办案质量、效
率、效果及司法标准化落实情况最终确定考核
成绩。差异化设定考核满分值和加减分项，适
当拉开档次，使考核标准向一线团队倾斜，激
发工作热情。

二、探索要素式审判，推进审判团队办案高
效化

一是要素提炼去冗。该院针对特定类型案件提炼表格式审判要素。比如针
对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从房屋情况、买卖合同签订和履行情况、变更解除情况
等方面提炼要素21个；针对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从合同形式、费用给付、装
修装饰、转租约定等方面提炼要素16个。让法官助理通过运用要素表，提高
庭前准备工作质量，通过庭前会议明确诉辩方向。

二是审理过程减负。该院法官在庭审时对照要素表提炼争议焦点，围绕要
素展开审理，有效节省开庭时间，减轻工作量。此外，通过信息化等方式识别
要素填写，一键生成判决书初稿，减轻团队工作负担。

三是类案审理加速。该院结合法官员额制改革，将相对固定、特色鲜明的
家事、交通事故、劳动争议、合同纠纷等案子安排指定的审判团队，做到类案
同审、多案连审。

三、以辅助事务外包为依托，推进审判团队办案专业化
一是创新电话送达举措。该院在青海率先启用“电话录音+公证”送达系

统，通过电话告知开庭时间及地点、举证期限、领取诉讼文书等事项，通话内
容全程录音，自动保存在公证机关存储平台，具有法律认可的证据效力。该系
统启用以来，一次性送达成功率达77%，审判团队工作量减少30%，送达成本
下降55%。

二是辅助事项集中办理。该院针对案件类型化突出，审判团队外出调查的
对象、内容、路线等相对集中和重合的特点，将辅助性事务实行专门组织、集中办
理，最大限度减少重复劳动，实现“1+1＞2”。通过辅助性事务科学分流再集中，
调查团队“一趟车，多办事”，缩短了总体调查时间，进一步为团队减负。

三是服务外包扩大应用。实行电子档案和电子卷宗的录入扫描工作集中外
包，进一步释放人力资源，提升司法效能。

“张法官请您帮帮我们吧！这个
郑老板欠我们的工资已经一年多了，
到现在都拿不到钱，都不知道回家怎
么交代了！”老王苦着脸向我诉说。

大约两个月前，我接到申请执行
人是48名农民工的追索工资系列执行
案件。老王等48名农民工为被执行人

江苏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作，后因被
执行人未按期给付劳动报酬共计110万
余元，老王等农民工诉至江苏省滨海县
人民法院。经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
成调解协议，但调解协议生效后，被执行
人却未如期履行，老王等人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接到案件后，我立刻约谈老
王等申请执行人。

“大家不要心急，执行方案已经在制
定。法院一定会维护你们的合法权益，
尽快给大家结果。”我一边安抚农民工们
不安的情绪，一边着手向被执行人发出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传票等，但是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未按期来法院谈话。

同时，我对该公司财产进行了“四查
询”，结果很不乐观，其银行账户余额仅
有 100 多元，名下无其他可供执行财
产。考虑到公司可能会有往来款项，于
是便冻结了该公司的银行账户并按照工
商局登记的地址去查找该公司，但已是

人去楼空，在工商局登记的联系号码也
已经变成空号，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又几
经变更，查找法定代表人似乎已成为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

此时，农民工们也是心急如焚，多次
打电话向我了解执行情况。一边是查人
找物陷入死胡同，一边是急着讨要工资的
48名农民工，想到农民工们紧锁的眉头和
期待的眼神，再困难我也不能放弃查找。
随后，我从公司注册地及现任法定代表人
户籍所在地的网格上，一层一级地查找。

经过多日奔波，我终于找到了公司法
定代表人郑某，并将其带回谈话。郑某在
被带回谈话过程中，依然表示公司资金周
转出现问题，暂无能力履行。于是，我对
郑某进行了搜查，当场对其持有的苹果手
机进行了扣押。郑某见手机被扣押后，神
情变得不自然起来，并要求归还手机。

凭着多年执行的经验，我便知郑某
所说不实。经过几番谈话，郑某最终承

认很多进账款都汇进了他弟弟的个人
银行账户，他再通过手机银行进行转
账。在告知其行为已涉嫌拒执罪，将
移送公安机关立案审查后，郑某慌了，
当场通过手机银行将涉案标的款分5
笔汇入法院账户。

案款到账后，我立刻制定分配方
案，保证及时兑付，好让农民工们安
心。第二天，我立刻通知老王等人来法
院执行大厅领取拖欠了一年半的工资。

几天后，在我走进执行大厅的时
候，老王一下子拉住我的手说：“谢谢
您，张法官！太感谢您了！为了帮我
们要钱，您奔波这么多天，我们没什么
能做的，商量了一下，我们5个人作代
表，这面锦旗是我们 48 个人的心意。
太谢谢您了！”红色的锦旗映着他们灿
烂的笑脸，好像一抹暖阳，温暖了整个
大厅。

本报讯 （记者 徐光明）7月21日
至23日，中国国际私法学会2018年年
会暨“新时代中国国际私法的使命”学
术研讨会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举
行。会议由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宁夏大
学主办，宁夏大学政法学院承办，来自
外交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国
贸促会、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政
法大学等部门及高校的近300位专家学
者参加会议。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薛
刚，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会长、中国政法大
学校长黄进，外交部条法司司长徐宏，宁
夏大学校长何建国，武汉大学国际法研

究所所长肖永平等参加开幕式并讲话。
开幕式由学会副会长、宁夏大学副校长
蒋新苗主持。

“这次年会的主题是‘新时代中国
国际私法的使命’，应该说很切合我国
国际私法理论发展和时间需求。”黄进
在开幕式上说，年会还将围绕这一主
题具体研讨中国国际私法法典化、《涉
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的完善、改
革开放 40 周年与中国国际私法的发

展、涉外民事诉讼制度与涉外商事仲
裁制度的新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中
的国际私法、国际私法与人类命运共
同体构建以及海外国际私法新发展等
议题。

“面向全国，放眼全球，宁夏正构建
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本次会议的召开，
对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宁夏，内陆
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我校双一流建
设具有重要意义。”何建国说，本次会议

是宁夏大学60周年校庆学术活动之一，
本次学术年会的承办，为宁夏大学法学
学科今后的学术内涵发展提供了更加广
阔的空间。

开幕式后，徐宏、最高人民法院民四
庭副庭长高晓力、中国贸促会法律部副
部长刘超、司法部司法协助交流中心副
主任薛新立作大会主题报告。

会议期间，各小组就“海牙判决公约
项目的新进展”“国际商事仲裁的新进
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完
善”“‘一带一路’与国际商事纠纷解决”

“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新问题”等议题
进行分组讨论。

栏目邮箱：
yxfxjc@163.com
欢迎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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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执行干警顶着烈日，对
已拍卖的房产进行清场交付，确保买受人合法权益得以
实现。

2014年7月1日，被执行人申某勇、张某夫妇因经营
需要，向刘某国借款100万元，双方借款协议书约定，借款
期限一年，6个月支付一次利息。申某勇夫妇以自己所有
的位于沙店民营区的房产为借款做抵押。后因申某勇、张
某夫妇未按期支付借款本息，刘某国提起诉讼。2016年8

月12日，法院判决申某勇、张某夫妇偿还刘某国借款本息
共计112万元。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判决生效后，申某勇夫妇未按判决书履行义务，刘某
国只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随后，法院向两名被执行人
送达了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责令其限期自动履行义
务。但申某勇夫妇依旧没有履行，法院依法裁定拍卖申某
勇夫妇名下的房屋以清偿债务。

今年5月29日，法院在对申某勇夫妇位于枣阳市南城
沙店民营区的5间门面房进行评估后，在淘宝网司法拍卖
平台上进行网拍。7月8日，该房屋经2次竞拍后，买受人
刘某国、邢某怡、熊某、李某等4人以人民币225万余元的
最高价竞买得该房产，并办理了相关过户手续。

房产过户后，被执行人拒不到场交付房屋。此后，法院
多次电话通知、做工作，要求被执行人尽快腾空并交付房
屋，但被执行人申某勇夫妇避而不见，以致生效裁判文书迟
迟得不到履行。经过前期大量工作后，法院决定强制腾房。

执行当日下午4时，10余名执行干警整齐列队乘车奔
赴执行现场。在公证人员和社区干部的见证下，法警拉起
警戒线，执行干警分组对房屋内的所有物品进行逐一清
点、拍照、登记造册。执行当日的气温达到40多度，执行
干警克服了天气炎热带来的种种困难，经过一番忙碌，涉
案房屋的清场工作最终完成，并与买受人当场交接。

图①：出发前动员部署。
图②：法警拉起警戒线。
图③：开锁师傅强行开锁。
图④：执行清场全程录像。
图⑤：房屋交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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