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总第7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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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星期五

基本解决执行难 坚决打赢决胜仗
本报南通 7月 26日电 （记者

孙 航）今天，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二
期“决胜执行难”全媒体直播聚焦江
苏南通法院。从上午7时起，10家法
院参与、3 条执行路线、2 路现场视
频、6 小时不间断向全国网友直播，
南通法院向执行难全面宣战，让失信
人无处遁形。

据了解，本次行动由最高人民法
院新闻局、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江苏
省高级人民法院、南通市中级人民法
院等共同发起。19名全国、省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和44名市、县（区）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在南通中院执行指挥中心或
跟随各执行小组，全程见证了执行过程，
1500万网友在线围观执行行动。人民日
报、新华社等50余家媒体参与报道。

上午 7 时，南通中院第一执行小组

来到南通开发区东方大道166号的土地
现场。由于司法拍卖后的土地被非法占
用导致无法腾空交付，执行法官对抗拒
执行的3人予以司法拘留15日，对其中
1 人予以强制带离。上午 8 时 30 分，在
南通市开发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现场

为21名工人和18名供货商集中发放
1385.55万元执行款。

截至13时30分，此次全媒体直
播集中执行行动出动执行干警 412
人，出动车辆97辆，共执行案件149
件，当场执行完毕88件，达成和解6
件，当场执行到位金额1675.62万元，
共拘传被执行人29人，实际拘留7人，
集中发放执行款 1385 万元。直播期
间，全市法院还有4 名其他执行案件
被执行人迫于压力，主动前往法院履
行义务，共履行金额56.9万元。

“决胜执行难”全媒体直播聚焦南通法院
10家法院参与 6小时不间断直播

本报讯 （记者 张维生） 日
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派出 2 个巡查小
组，分赴天山南北兵团 13 个中院以
及所属基层法院，开展“基本解决执
行难”专项巡查。

7月16日，由兵团分院党组书记、
院长孙新民带队的巡查组对第十三师
法院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进行
专项督导巡查。巡查组不听汇报、直
面问题，目的在于找短板、补漏洞。

座谈会上，孙新民对第十三师法
院未执结案件逐案了解原因、审核确

定执行方案，限期推进执结工作，并就
执行人力资源搭配等与参会人员进行了
深入交流。

孙新民要求，要举全院之力，采取
一切措施，一抓到底，要进一步提高执
行工作能力和水平。一是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增强“四个意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聚焦打赢打好“三大攻坚

战”，在执行过程中，特别是处理“执转
破”案件时，充分考虑职工群众利益，增
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是充
分发挥司法服务和保障经济职能作用，
依法稳妥通过“执转破”程序处置“僵尸
企业”，有效去除过剩产能，帮助困难企
业实现重整、渡过危机，最大限度保护
债权人债权，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是加大失信惩戒，加强对拒执犯罪打

击力度，首先向涉公职“老赖”“开
刀”，发挥刑罚的震慑作用，积极推
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四是加大执行
司法救助力度，借力化解执行难案。

此次专项巡查，针对发现的问
题，实地检查梳理，查找短板，建立
问题清单，向所巡查法院提出反馈意
见，敦促立即整改，推动兵团法院进
一步更新执行管理理念，完善体制机
制，规范执行行为，完善“基本解决
执行难”长效机制，确保兵团法院如
期完成“三个 90%”和“一个 80%”
的工作目标任务。

兵团法院开展“基本解决执行难”专项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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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贯彻落实全面深化
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精神专题视频会议上强调，
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各级法院要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
策部署上来，增强全面深化新时代司法体制改革
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进一步明确全面深化
司法体制改革的机遇和挑战，牢牢把握人民法院
改革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确保中央关
于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在法院系统
得到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闪烁
着耀眼真理光芒、蕴含着强大变革能量的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科学指
南。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政法工作谋新篇、开新
局过程中，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
示、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全面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法院要
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学懂弄通做实的
要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深入领会其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理
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正确掌握核心要义和创新观
点，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治理论素
养，迅速兴起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热潮，并转化为做好新时代人民法院
工作的行动自觉。

各级法院要继续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入开
展大学习大研讨大培训活动，形成讲政治、讲忠
诚、讲业绩的浓厚氛围，推动人民司法事业不断
取得新成就。要丰富学习形式、创新学习方法、
深化宣传调研，切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引向深入。要旗帜鲜明
讲政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始终坚持正确政治
方向，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
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
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不断改进思维方式
和工作方式，更加坚定奋斗决心，努力增强过硬本
领，推动学习贯彻不断取得新成效。

今年时间已经过半，各项工作成效显著，但
下半年的工作任务仍然繁重艰巨。让我们更加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
心聚力、扎实苦干、改革创新、不懈进取，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新时代司法体制改革新部署
新任务上来，集中精力打好改革攻坚战，扎扎实
实把人民法院改革推向深入，通过深化改革促进
工作发展，确保圆满完成执法办案任务，打赢

“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努力为新时代人民
法院工作实现新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 （记者 张之库 严怡娜
通讯员 慎晓莹）近日，辽宁省高级人
民法院召开全省法院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工作会议。会议下发《辽宁省人民法院
信 息 化 建 设 五 年 发 展 规 划 （2018-
2022）》，明确今后 5 年辽宁法院信息
化“1144”发展思路，全面构建网络
化、阳光化、智能化的辽宁法院信息化
体系。

“1144”发展思路，即围绕“一个
目标”，建成全面覆盖、移动互联、跨
界融合、深度应用、透明便民、安全可
控的辽宁法院信息化3.0版；构建“一

个资源库”，整合审判执行、司法人
事、司法政务等各类数据，构建辽宁
法院司法审判信息资源库；坚持“四
个服务”，以满足司法需求、服务用
户对象为根本出发点，始终坚持服务
人民群众、服务审判执行、服务司法
管理、服务廉洁司法；打造“四大平
台”，建设以司法公开和诉讼服务为
重点的统一对外服务平台、以服务法
官为中心的“一站式”内网应用融合
平台、以办公办案为重点的移动应用
平台以及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实
现法院专网、互联网、移动专网三大

网系间应用高度融合、统一服务。
据悉，目前辽宁法院逐步建起全

要素集约化网络体系，大力推进、审
判、执行、信访等法院核心业务全流
程网上办理，基本确立以智慧法院为
主要特征的辽宁法院信息化3.0版的
主体框架。全省法院建成977个科技
法庭、129个高清远程接访室、配备
巡回审判车123辆，与74家看守所实
现远程提讯，与 71 家银行点对点专
线连接，形成全省执行查控网络。
2017 年，全省通过互联网直播重大
敏感案件5352次。

把握时代脉搏 促进转型升级

辽宁高院绘就信息化建设“1144”发展蓝图

本报讯 7月23日下午，最高人民
法院院长周强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国际
商事法庭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
挥第一国际商事法庭的重要作用，依法
妥善化解商贸和投资争端，平等保护中
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为“一带一路”建

设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法治化营商
环境。

周强考察了第一国际商事法庭工作
开展情况，听取了工作汇报，对法庭顺

利完成各项筹建工作、依法开始履职予
以充分肯定。周强指出，设立最高人民
法院国际商事法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改革部署，对
于人民法院更好地履行职责，服务“一
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周强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关于建立“一带一路”争
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 要求，切
实发挥第一国际商事法庭的重要作
用，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司
法服务和保障。要坚持严格公正司
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
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法治化
营商环境。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建立完善诉讼、调解、仲裁有效
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抓紧成
立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制定工作规
则和法庭程序指引，吸收、整合国内
外法律服务资源，依法妥善化解“一
带一路”商贸和投资争端。要大力加
强法庭信息化建设，充分运用智慧法
院建设成果，为中外当事人提供高
效、便捷、智能化的司法服务。要深
化国际司法交流合作，为促进全球法
治提供有益探索。要坚持不懈抓好队
伍建设，重视和强化培训工作，努力
建设一支高素质国际商事法官队伍，
为国际商事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
有力人才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裴显鼎，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
王伟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龚稼
立等参加调研。

（宁 杰）

周强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国际商事法庭调研时强调

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本报讯 日前，由最高人民法
院影视中心和陕西青天情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联合摄制，以最高人民法
院原副院长马锡五审案判案为原型
的院线电影 《以法之名》 正在陕西
绥德拍摄。影片由青年导演韩君执
导，蔡平生、董涛编剧，赵小宁任
摄影指导，吴黎中任美术指导，郑
昊、张琰琰、郭晓小、戴卓凝等主
演，李诚儒、苗阜等友情出演。

马锡五曾先后任陕甘宁省苏维埃
政府主席，陕甘宁边区庆环分区、陇
东分区专员，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
东分庭庭长，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
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务。他

既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同时又是深受人民群众爱戴的人民法
官，是我国司法界杰出的历史人物。他
长期坚持群众路线，深入田间地头、深
入基层群众，缓解民间积怨、化解社会
矛盾，其创造的“马锡五审判方式”被
国际司法界誉为“东方审判经验”，对
当代法治理念和司法实践产生了广泛而
深远的影响。影片突出表现马锡五在创
造“马锡五审判方式”过程中一心为
民、审案判案的法官形象，同时也艺术
地回应当前我国在建设法治国家中人民
对公平正义的强烈需求。

影片预计2019年1月全国上映。
（董 涛）

再现东方审判经验

电影《以法之名》陕西开拍

电影剧照。 林毅飞 摄

图为周强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国际商事法庭调研。 郑艺军 摄

本报福州 7月 26日电 （记者
孙 航）今天下午，中国法官协会名
誉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万
明在福建省福州市会见了参加 2018
年海峡两岸司法实务研讨会的台湾嘉
宾一行。

杨万明对台湾嘉宾到访大陆表示
热烈欢迎，对他们热心支持研讨会举
办、积极推动两岸司法交流表示赞赏
和感谢。他说，自 2009 年以来，海峡
两岸司法实务研讨会已经连续举办了
九届，今年即将举办第十届。十年来，
研讨会积极关注两岸司法界、法学界
共同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日益成为
两岸司法理论与实务研讨的平台和密
切两岸司法联系与人员往来的纽带。
他希望两岸法律界充分利用好这个平
台，为维护两岸人民福祉多做贡献。

杨万明向台湾嘉宾介绍了党的十
八大以来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情况，以
及涉台案件审判有关情况。他表示，
同胞义重，手足情深，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人民法
院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立
足本职，开拓创新，为维护台湾同胞权
益、增进台湾同胞福祉、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提供更为有力更为优质的
司法服务与保障。

福建省委常委周联清，福建省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吴偕林，以及国务院台湾
事务办公室法规局和最高人民法院研
究室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018 年海峡两岸司法实务研讨
会由福建省法官协会、台湾海峡两岸
法学交流协会共同主办，于7月27日
在福建省福州市召开。

杨万明会见海峡两岸司法实务研讨会台湾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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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树林受贿、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案一审宣判
本报上海7月26日电 （记者 严

剑漪）今天上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共福建省委原副书
记、福建省人民政府原省长苏树林受贿、
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案，对被告人苏
树林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 300 万元；以国有企业人
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万元。对苏树林受贿所得财物及其
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鉴于苏树林案涉及国家秘密，上海
二中院于5月11日依法对该案进行了不
公开开庭审理。法院经审理查明，1997
年至2013年，被告人苏树林先后利用担
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助理、党委常委、
常务副局长，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

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高级副总
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党组成员、
副总经理，中共辽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
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人民政
府代省长、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利
用其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
关单位或个人在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
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其亲属
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
合人民币 3622 万余元。2008 年至 2009
年，被告人苏树林担任中国石油化工集
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期间，在收购
海外相关项目过程中滥用职权，致使国
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鉴于苏树林有部分犯罪未遂及认罪
悔罪等情节，法院依法作出从轻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