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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拍一宗地 解开一团麻
——合肥中院执结一起巨额“钉子案”纪实

本报记者 周瑞平 本报通讯员 周如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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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英国驻广州总领
事馆总领事梅凯伦代表总领事馆，向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院长王海清发来感
谢信，高度评价了该院的负责态度及
专业精神，称该院为知识产权执法提
供了一个透明公平的平台。

今年 5 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受
理了上诉人英国戴森技术有限公司与
被上诉人广州市耀昵发电子产品有限
公司关于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一
案。在该案开庭前，为及时制止侵权

行为，避免权利人损失继续扩大，法院
依法作出诉前禁令的裁定，要求被上
诉人立即停止生产及销售涉案吹风机
产品。

梅凯伦在信中说，衷心感谢法院
法官及时作出诉前禁令，避免了相关
企业遭受进一步不可弥补的损害，有
效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梅凯伦
表示，期待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能够继
续引领诉前禁令在中国的司法实践。

（柳旭影 徐晓霞）
近日，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对三埠卫东、

鸿润公司两家煤场约3万吨燃煤进行了强制清
场。此次专项行动邀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及当地村干部全程参与、监督。

据了解，三埠卫东、鸿润公司两家煤场附近
有两大居民小区，常住人口近万人。因两煤场
一直未取得环评文件且未建成环保治理配套措
施，污染严重，对周边环境和居民生活造成很大
影响，环保局责令两煤场停止燃煤装卸、堆放项
目的生产。

经环保局申请，开平法院依法向两家煤
场送达了执行通知书，但其一直拒不履行。
由于两家煤场未能在限定的时间清空燃煤，
开平法院决定集中警力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实施强制清场。

图①：执行干警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居
民代表介绍案件情况。

图②：执行干警在执行现场拉起警戒线。
图③：执行干警在煤场总电闸上贴封条。
图④：煤场全部清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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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攻
坚重大执行“钉子案”过程中，紧紧依
靠联动机制，在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
下，通过网络司法拍卖被执行人的一
宗土地，成功拍出4.64亿余元高价，一
举执结了两地四家法院 42 件关联案
件，同时为国家追缴税款 2000 万余
元。7月12日，合肥市税务部门专门
给合肥中院送来一面锦旗，感谢执行
局“公正执法，护税有力”，推动地方经
济发展。

明星企业身陷债务危机

合肥熔安动力机械有限公司、熔
盛机械有限公司曾是合肥耀眼的明星
企业，2007年由中国熔盛重工集团在
合肥投资设立，项目总投资近 50 亿
元，主要生产大型船用柴油发动机。
2013 年前后，世界航运市场急转直
下，造船业陷入低谷，熔安动力、熔盛
机械、江苏熔盛重工等熔盛系企业深
陷连环债务危机。

根据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合肥
中院、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合肥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的生效判
决，熔安动力、熔盛机械拖欠银行借
款、逾期利息、租金等共计5亿余元，熔
盛机械拖欠国家税款达2000万余元。

2015 年 6 月，中国工商银行合肥

汇通支行依据安徽高院生效判决，对熔
安动力、熔盛机械、江苏熔盛重工的连带
还款义务申请强制执行，金额达9354万
余元。安徽高院指定该案由合肥中院执
行。2016年5月，合肥海恒投资控股集
团公司依据生效判决，就熔盛机械的两
起借款合同纠纷案向合肥中院申请执
行，标的额高达1.54亿元。

680亩土地成为突破口

合肥中院受案后，很快对熔盛机械
用于生产经营的土地（以下简称熔盛地
块）采取了查封保全措施。在此后的三
年时间里，这块土地多次被合肥中院、芜
湖中院、合肥高新区法院轮候查封。

熔盛地块位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
云二路南、宿松路以西，地处合肥工业经
济发展的中心地带，占地680余亩，地上
建筑约15万平方米，并有大量地下管线
和隐蔽施工工程，体量大、工程设备庞
杂。

然而，从 2015 年起，熔盛地块一直
处于沉睡状态，工厂厂房已租赁给一些
中小企业搞仓储物流。面对如此大规模
又难以变现的企业资产，案件执行成为
横亘在合肥中院执行局面前的一座大
山。

随着近年合肥产业转型升级的加速
推进，熔盛地块以其完善的基础设置和

规模，成为吸引国内外多个重大高科技
项目来合肥落户的重点意向用地之一。
能否迅速盘活这块土地，在腾笼换鸟中
为合肥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合肥中院
一直在努力。

今年 4 月，安徽高院部署全省法院
开展“江淮风暴”执行攻坚战后，为解决
熔安动力、熔盛机械系列“钉子案”提供
了绝佳外部机遇。合肥中院执行局副局
长刘珍文带领执行团队跑现场、跑公司、
跑政府，弄清问题症结，打破执行僵局。

关键时刻，在合肥市委、市政府主导
下建立的执行联动综合治理大格局发挥
了重要作用。合肥中院主动上门与合肥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国土资源局、
市税务局等部门对接，召开联席会议，研
究熔盛地块处置方案，得到了相关部门
的大力支持。在多个部门的共同努力
下，迅速达成启动对熔盛地块进行司法
评估拍卖的共识。

作为熔盛地块的“首封法院”，具有
优先处置权，合肥中院迅速组织评估拍
卖。5月2日，熔盛地块及附属物在公拍
网公开竞拍，合肥海恒投资控股集团公
司以 4.64 亿余元的价格竞得。5 月 11
日，拍卖款全部进入合肥中院账户。6
月19日，合肥中院向合肥海恒投资控股
集团公司移交拍卖标的物，资产处置工
作顺利完结。

主动联系轮封法院

捷报传来，令人振奋，但合肥中院
执行干警却无暇分享喜悦，如何分配
好执行案款成为首要任务。

据统计，熔安动力、熔盛机械在合
肥、芜湖两地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就
多达42件，仅合肥高新区法院一家就
有38件。

为了尽快用4.64亿余元执行款一
揽子解决涉熔安动力、熔盛机械的系
列案件，执行法官王欣在调取熔盛地
块土地查封登记表的同时，按图索骥，
主动联系轮封法院，让各法院联系申
请执行人。

芜湖中院、合肥高新区法院、税务
部门、设定抵押优先受偿权的银行纷
纷来人来函。合肥中院对案件再一次
进行梳理，根据优先受偿权和普通债
权顺位制定详细的分配方案。

7月2日，合肥中院执行局召集债
权人，商讨4.64亿余元拍卖款的分配
事宜。与会代表纷纷点赞合肥中院兼
顾债权人利益，支持各法院共同攻坚
执行难案的大局意识。正处于机构调
整阶段的合肥税务部门收到 2000 万
余元税款后，也是十分欣慰。至此，一
个时间跨度大、涉案金额大、社会影响
大的“钉子案”顺利执结。

本报讯 （记者 陈 伟）为积
极发挥人民法院司法监督职能，更好
地促进法治政府建设，保障行政诉讼
活动顺利进行，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
民法院结合行政审判工作实际，经与
省、市两级政府法制办协商，于近日
出台了《关于在行政机关中建立行政
审判法务联络员制度的实施意见》，
决定在行政案件管辖区域全面推行
行政审判法务联络员制度。

《实施意见》指出，在行政案件管辖
区域的行政机关内部确定一名单位负
责人及一名负责法律事务的工作人员
作为该行政机关的行政审判法务联络
员。其主要职责是：接收人民法院行政

应诉手续、司法建议等；督促做好行政
应诉答辩、举证和负责人出庭工作；协
调行政案件应诉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协
调案件处理；反馈在行政案件审判中发
生的问题情况；配合协助人民法院处理
行政案件审判中的其它事项。

《实施意见》强调，全市法院要通
过行政应诉通报反馈机制，就行政机
关法务联络员的工作情况每季度向人
民政府进行通报反馈。目前，全市已
建立起一支921人的行政审判法务联
络员队伍。其中，涉及省直行政机关
45 个共 85 人；涉及市直行政机关 43
个共86人；涉及10县（区、市）行政机
关及乡镇、街道374个共750人。

山西太原推行法务联络员制度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诉前禁令获英国领事馆感谢

本报讯 面对被执行人难找、被执
行人可供执行财产难寻的难题，河南省
沁阳市人民法院日前召开两场联合部
分申请执行人破解执行难座谈会，向
120多名申请执行人通报执行工作进展
情况，逐案分析，群策群力，共同破解执
行难。

在两场座谈会上，该院四个执行
团队的负责人向申请执行人介绍了开
展集中抓捕“老赖”、严厉打击拒执罪
的情况，分析了执行难存在的问题原

因。针对下一步工作，该院党组及执
行团队的负责人表示，将从调配业务
骨干组建新型执行团队，组建法官微
信群，定期通报执行工作、交流经验、
建立规范化长效执行机制，让申请执
行人帮助法院宣传执行工作，在全社
会形成共同合力破解执行难工作大格
局，联合相关部门建立诚信体系建设、
严厉打击拒执犯罪等多个方面采取有
效举措，全面发力，攻坚执行难。

（张建忠）

【河南沁阳市法院】

问计申请人 共破执行难

本报讯 7 月 24 日，最高人民法
院第六巡回法庭党支部与西安交通大
学法学院党总支举办联合党课，围绕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努力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的目标，分别由六巡党支部书记张
明、西安交大法学院党总支书记王保
民和法学院研究生支部学生党员党柯
讲党课。随后，与会人员围绕这一主
题进行了座谈。

张明在讲课中指出，六巡的党员
干警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要
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以“群众满不满
意、高不高兴、答不答应”为判断标准，
扎扎实实开展审判工作。人民法院作
为国家审判机关，是公平正义的判断
者、维护者，自然是实现公平正义的中
坚力量。要牢牢坚持司法为民，结合
西北地区的风土人情和案件特点，加
强巡回办案和网上立案、接访、调解等
信息化建设，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多元司法需求。

王保民表示，实现公平正义，要从
培养德法兼修的法治人才入手。要加
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深入研
究和解决好“为谁教、教什么、教给谁、
怎样教”的问题。要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法治人才培养，转化为学
生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切实增强

“四个自信”，确保法治人才培养的政
治方向。

党柯以“以信念之水，浇出公正之
花”为题，从公正的内涵、实现和意义
三个方面进行了讲解。

在讨论交流阶段，六巡副庭长杨永
清介绍了一名优秀民商事法官实现公
平正义应该具备的素质。专职党务干
部（廉政监察员）郭利然结合自己的审
判工作经历，谈到一名青年法官要成长
成才必须崇尚信仰、秉公善断、严核证
据、积累经验。

六巡全体党员、积极分子、法律实
习生，西安交大法学院师生共60余人
参加党课。 （张国锋）

最高法六巡与西安交大法学院举办联合党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