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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联动 情法并举
——福州仓山法院强化涉军停偿案件执行力度纪实

本报记者 詹旋江

栏目邮箱：yxfxjc@163.com
欢迎踊跃投稿

【河南商丘梁园区法院】

开庭审理粮库“硕鼠”案

【广西河池金城江区法院】

青年突击队助力执行工作

兴安盟扎赉特旗查封“老赖”手机号

今年以来，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人民法院把司法服务和保障军队停偿
工作作为政治任务，找准人民法院工
作与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的结
合点与着力点，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
判职能，强力有序推进涉军停偿案件
执行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全
院已审结的军队停偿案件中，服判息
诉率为100%，执结率为100%，全部以

“零强制”的方式执结完毕。

重质效 推行“三优四快”

今年6月11日，仓山区法院执行
局快速执结一起涉军停偿租赁合同纠
纷案，交还场地 3800 平方米、建筑面
积 11300 平方米，从立案到执结仅仅
历时6天。

“太高效了！没想到才几天就让
公司清场搬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
队某部负责人为执行法官竖起大拇
指。

2010 年 5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
部队与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将
位于仓山区的某汽车练习所出租给该
公司使用，租赁期限为5年。某公司遂
将这块占地3800平方米的场地改造为

2幢7层的学生公寓。2015年合同到期
后，还有10余户附近学校的教职工居住
在公寓内，不肯搬离。今年6月5日至11
日，执行干警顶着炎炎夏日耐心地向被
执行人释法明理，讲解国家政策，促使被
执行人逐渐转变态度，最终表示同意支
持部队工作，双方办理了移交手续。

军队停偿工作是军队改革的重要内
容。为了维护军队形象，把人民军队为
人民、人民司法为人民落到实处，该院建
立了绿色通道，对军队停偿案件采取优
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和快速安排
文书送达、快速排期执行、快速调解、快
速执结的“三优四快”工作法，有效缩短
了案件办理周期。

重创新 巧用以点带面

仓山区法院注重创新，打破常规，采
取各种善执行智执行的方法，有力推动
了涉军停偿案件的解决。提起中国人民
解放军某部与被执行人福建某投资有限
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人们对执行
法官巧用以点带面工作法赞赏不已。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曾将房屋租赁
给福建某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转而将
房屋承包给各商户。租赁合同到期后，

尽管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多次与被执行
人福建某投资有限公司及各承租户协
商，要求尽快腾空租赁场地，但该投资有
限公司态度强硬，拒绝并鼓动各承租户
抵制部队提出的腾空要求。法院调查发
现，被执行人包括某超市等在内的大小
36家商户仍在营业，且部分商户已支付
后续租金，执行阻碍较多。对此，仓山区
法院逐户约谈商家，全盘掌握被执行人
动态，巧用以点带面工作法，协调中国人
民解放军某部走访龙头商户某超市，主
动洽谈、达成和解协议。在法院张贴腾
房公告当日，该超市率先自动搬离，剩余
35 家商户随之在法院张贴腾房公告一
周内全部主动关停搬离场地，达到“不战
而胜”的执行成效。

此外，该院成立了以院长任组长的
化解涉军停偿纠纷领导小组，重点抓好
案件的沟通、协调、督导，并组建专门执
行团队，改随机分案为集中归口执行，选
派政治责任心强、经验丰富、善做群众工
作的院庭长担任审判长。在已审结的案
件中，院庭长办案占90%。

重合力 多方联动解纷

涉军停偿案件法律关系往往比较复

杂，为彻底化解停偿纠纷，仓山区法院
注重联系各方力量，主动争取党政支
持，使矛盾纠纷通过多元化方式得到
有效化解。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曾将房屋租
赁给福建省某技术学校使用。合同到
期后，因该校规模较大，师生众多，
又恰逢期末考试，短期内无法分流安
置，校方、学生、家长抵触情绪大，
执行一度陷入两难境地。本着“群众
利益不受损，部队利益受保护”的原
则，仓山区法院主动寻求地方党委、
政府和上级法院的支持，构建起三级
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迅速解决了校
方场地安置点问题。同时，该院通过
联合部队多次走访学校，收集诉求，
最终将搬迁时间移至期末考试结束
后，促成了双方和解。在考试结束一
周内，所有在校师生已随迁至新校
区。

“非常感谢部队和法院在这次搬
迁中将我们学校的损失降到最小。我
承诺要和部队联合成立退役军人继续
教育学院和军嫂创业培训中心，为军
民融合献一份力。”福建省某技术学校
负责人如是说。

本报讯 (记者 赵 霞 通讯
员 赵京京）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
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灵活运用执行措
施，通过“债转股”的方式妥善化解一
起数千万元标的额的执行案件。

申请执行人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执行人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公证债权文书纠纷一案，由宁夏回
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西夏区法
院执行，该案执行标的额达5200万余
元。西夏区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
被执行人存在资金链断裂、工程停工、
员工工资停发等问题，如果按照申请
执行人的要求对被执行人的抵押物进
行评估、拍卖，被执行人将面临破产。

为此，西夏区法院多次召开执行

法官会议，研究执行策略：一方面不断
给被执行人施加压力，要求其尽快拿
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及
时向申请执行人实时公开执行进展，
取得申请执行人的认可和理解。通过
多次协调，申请执行人同意法院解除
对被执行人保证金、银行账号的冻结
措施，银行给被执行人释放80万元保
证金用于招商引资，盘活企业。最终，
被执行人通过与合肥某项目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合作，以“债转股”的形式，使
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达成了和解协
议。申请执行人将涉案债权及附属权
益转让给了合肥某项目管理公司，合
肥某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依法向法
院撤回了强制执行申请。

银川西夏“债转股”妥善化解执行案

本报讯 7 月 25 日上午，随着法
槌敲响，一起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在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

被告人朱某是虞城国家粮食储备
库粮食购销款收发员。2011 年至今
年，朱某多次利用职务之便私吞粮食
购销款36万余元，挪用公款520万余
元，并向上级王某行贿6 万元。该案
由梁园区法院受理，监察委员会侦查
终结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今年3月21日，朱某被梁园区监
察委采取留置措施。6月1日被移送
审查起诉。同日，梁园区检察院决定
逮捕朱某，并向梁园区法院提起公
诉。梁园区法院立案受理后，经过公
开开庭审理，被告人当庭认罪服法，
本案将择日作出宣判。在公开审理
现场，梁园区监察委员会组织全区监
察干部参加了旁听，庭审起到了良好
的监督作用。

(王建华 许 珂）

本报讯 为提升执行工作质效，
助力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广西壮
族自治区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组
建起执行工作青年突击队，号召广大
执行干警积极投身攻坚克难第一线，
为顺利迎接第三方评估验收贡献新生
力量。近日，执行工作青年突击队动
员会在金城江区法院召开。

金城江区法院将于 8 月第一批
迎接第三方评估验收，该院把“基本
解决执行难”工作作为全院重点，攻

坚克难，积极创新，执行干警“5+2”
“白+黑”执行，工作呈现良好态势。
但案多人少的矛盾始终制约着执行
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截至今年7 月中
旬，该院共受理各类执行案件 1082
件，执结660件，仍有未执结案件422
件，“基本解决执行难”面临严峻挑
战。为突破困境，金城江区法院创新
举措，整合资源，通过组建青年突击
队，引入生力军，为决胜“基本解决执
行难”创造条件。 （罗铁真）

7月24日晚，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40名执
行干警在包案领导的带领和民事、刑事、行政审判
团队以及综合部门的配合下，深夜出动，成功抓捕

“老赖”14人。
针对以往来回奔波徒劳无功的情况，这次行

动开展之前，该院于7月22日召开由15名申请执
行人参加的破解执行难座谈会，通报执行案件进
展情况，希望申请执行人积极配合，提供被执行人
线索，实施精准抓捕。

在当晚的抓捕行动中，申请执行人发动亲戚朋
友提前在被执行人家门口附近蹲守。执行干警根
据申请执行人提供的线索，成功抓捕“老赖”14人。
7月25日，9名被执行人家属向法院交来执行款，5
名“老赖”被司法拘留。

此外，执行干警还在多名被执行人居所搜查
出交通、广发、邮政等各大银行的银行卡40多张，
往返海口、深圳、沈阳等飞机票、高铁票12张，名
贵手表、金银首饰等20多件，藏匿在床头柜、保险
柜、被褥里的现金近3万元。

图①：执行干警向被执行
人家属出示搜查令。

图②：执行干警与被执行
人通话。

图③：一被执行人当场缴
纳执行款。

图④：一被执行人被带上
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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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兴
安盟扎赉特旗人民法院查封一起被
执行人无形财产案件。

张某是一名失信被执行人，他与
申请执行人曲某之间有一起案件标
的额为近200万元的民间借贷案，因
张某逾期未履行义务，申请执行人曲
某向扎赉特旗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经法院多方查找，被执行人张某暂无
任何可供执行财产且下落不明，案件
执行陷入僵局。

今年7月，申请执行人曲某向法
院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被执行
人张某名下有一个尾号为77777的手
机号码，也就是俗称的“炸弹号”。凭
借办案经验，执行法官敏锐地感觉到
该号码潜在的经济价值较高，但号码
归属地显示为云南省大理市。为此，

执行法官在接到执行申请的次日即远
赴云南省大理市，确认该手机号码确
为张某名下。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支付宝账户
等金融产品均可视为法院可执行的其
他财产权，网络域名、支付宝账号、游
戏账号等虚拟财产也可作为可供执行
财产。被执行人张某的手机号码具有
一定的经济价值，因此可以当作一种
有价值的无形资产进行流通认定，为
申请执行人挽回部分损失。

执行法官一行立即赶到云南省昆
明市，经执行法官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云南有限公司协调，对该手机号采取查
封两年、查封期间予以停机保号的措
施，并立即对该手机号进行委托作价评
估进而网上拍卖，尽快兑现申请执行人
的合法权益。 （吴 琼 刘 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