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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资兴市法院】

公平高效选定破产管理人

服务乡村振兴 稳固基层基础
——河北廊坊法院探索新时代“一乡一法庭”建设纪实

高占国 马聪文

进入新时代，人民法庭如何发挥
作用服务乡村振兴？河北省廊坊市两
级法院通过学习借鉴“枫桥经验”，
打造新时代“廊坊经验”，围绕“一
乡（镇）一法庭”创建活动，构建全
方位、多层次、综合性的基层社会矛
盾纠纷化解网络体系，谋求多元化纠
纷解决机制在农村基层社会落地生
根。

据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苑三
国介绍，今年 5 至 8 月全市 66 个乡
（镇） 法庭诉前调解案件 874 件、司
法确认 287 件、转诉讼后调解 1426
件、接受群众咨询 1350 人次、指导
民调 56 次、2500 多件矛盾纠纷不出
村就能得到化解……

规范，确保活动有效

“一乡一法庭”创建活动坚持目
标导向，注重增强化解社会矛盾的能
力，同时培育乡风家风民风，通过网

上数据信息共享、矛盾纠纷隐患排
查、矛盾纠纷化解、诉调对接、培训
指导、情报信息沟通、保障及考评机
制的建立，确保活动有效。

伴随国家战略的发展，廊坊下辖
的多个县市区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
设、雄安新区建设中都处在关键节
点、优势显现。如果基层矛盾纠纷化
解不及时，不到位，易引发事件，影
响国家战略发展大局。

香河县在政策、规划、项目方面
全面对接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自今
年4月创建活动开展以来，全县通过
乡镇法庭诉前调解案件后，5个中心
法庭新收诉讼案件871件，同比下降
了8%。地方党委、政府也切实感受
到平安、稳定、和谐的效果。

联动，力促活动质优

创建活动开展以来，廊坊中院调
整66个乡 （镇） 法庭庭长，选配87

名书记员、引入 1227 名人民调解员，
明确 2158 名包村法官，统一协调沟通
联络各方力量。

家住固安县的黄某和卢某、卢某某
系邻居。2017 年，黄某翻建自家房
屋，要将院墙建在卢某、卢某某的后房
山上，引起二人不满，并遭到阻挠，致
使多次发生冲突，黄某长时间无法建
房。

该村调解联络员得知后，立即将情
况反映到包村法官处，人民陪审员也随
即将案情登记在台账上，并利用“一乡
一法庭”网络工作平台，将该案正式纳
入法庭调解“视线”。

包村法官、人民陪审员介入案
件，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现场勘查，
利用自身处理基层矛盾的经验，联动
村调解联络员，向双方当事人讲法律
说乡情。经过多番努力，双方当事人
最终接受了调解方案，即在两家的院
墙和房山中间用砖码建院墙，这样的
处理照顾到了双方的诉求，反目的邻

里终于握手言和。

网络，助推活动势好

廊坊全市人民法庭在每个下辖村均
确定了2名人民调解员，由法庭负责人
与村主任、村支书、人民调解员建立联
系并设立微信群。

每个法庭和村委会的桌牌上都摆放
着微信群的二维码。群众只要扫一扫二
维码，就可进群解决纠纷。

部分法庭通过租赁移动通信公司建
设的云视讯平台系统，将高清客户端、
手机等终端接入，开展了点对点及单点
对多点视频会议模式，用以更便捷地解
决纠纷。

在处理香河县尚各庄村饲养动物
咬伤人的纠纷中，法庭第一时间通过
微信群与村支书、镇领导取得联系，
通过网络视频会议与当事人进行全面沟
通后，发现了矛盾的根源，解决了多年
的摩擦。

本报讯 为确保破产管理人的水
平，体现司法公开公正，近日，湖南
省资兴市人民法院首次采用择优竞
聘，随机摇号的方式选出破产清算案
管理人。

此次共有 8 家机构报名参与竞
聘。资兴法院特邀资兴市政府办公
室、市人大、市政协、开发区的相

关领导组成评审组对参选的机构进
行评审，并邀请资兴市纪委派驻政
法委纪检组的领导进行现场监督。
经过评审组的认真评议，择优选出
了广东、湖南等地 3 家律师事务所
参与摇号，最终确定湖南某律师事
务所为本案破产管理人。

（谢海华 黎铁梅）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临沭县人
民法院执行法官在临沭街头与“老
赖”上演现实版的“速度与激情”，
最终顺利抓获被执行人。

8月9日，临沭法院速执团队执
行法官在执行途中，偶遇一因涉4起
执行案件，被列入“老赖”名单的被
执行人胡某。当时，胡某正驾驶一辆
白色越野车从对向车道驶来，执行法
官立刻指令驾驶员调转车头，亮警
灯，鸣警笛，喊话被执行人靠边停
车。胡某发现行踪暴露后不仅没有配

合执行，反而选择疯狂逃跑，最后将
车拐入一座加油站，跳车逃跑。执行
法官与驾驶员迅速下车兵分两路，将
胡某包抄，最终顺利将躲藏在绿化带
中的胡某拘留。

8 月 13 日，经执行法官多次教
育、训诫，已被拘留5日的胡某认识
到了自己的错误，不仅写下了言辞恳
切的悔过书，还自觉履行了3起案件
的债务共计16725元，并保证将尽快
履行剩余部分债务。

（马常中 王艳妮）

【山东临沭县法院】

街头上演“速度与激情”

这是第 21 次。我在案件的执行日
志上备注着。在这之前，我已经找了这
个案子的被执行人史某20次，每次都是
无功而返。明天是“惊蛰行动”的凌晨执
行，我要好好梳理一下。

2013年到2014年，被执行人史某多
次从申请执行人王某经营的小卖部赊账
购买香烟、副食等商品，欠款 8980 元。
王某多次催促史某归还未果，诉至我
院。我院判决生效后，史某一直未履行，
王某遂申请了强制执行。

接手案件后，我通过办案系统查询
到，被执行人史某有多起案件正在我院
执行。办理史某其他在执案件的同事告
诉我，为躲避我们的查找，史某经常昼伏
夜出，至今未被抓获。

次日凌晨 5 时，我们再次来到史某
家，敲门后仍然无人应答。准备离开时，
我发现窗帘突然动了一下。通过询问隔
壁的邻居，我们得知史某就在家中。为
避免“煮熟的鸭子飞了”，我立即联系执

行指挥中心，中心派了2名辅警火速赶至
现场。多次敲门未果后，我们分2批同时
从隔壁邻居家院墙翻入史某家院中。

房门仍然紧闭，喊话仍然无人应
答。我们紧急联系了开锁公司。就在此
时，史某的妻子主动将门打开了。我出
具搜查令后，大家分头行动，经过一番查
找，但仍未发现史某的踪影。

门口有成年男性鞋子，院中有烟头，
邻居也证明，此人就在家中，为何找不
到？

带着疑惑，我们重新又搜查了一
遍。在路过一堆衣服时，我用手探了一
下。不对！触感很硬。史某突然从衣服
堆中站了起来，原来我碰到了史某的头！

我们依法对史某采取了拘传措施。

回去路上，史某有逃跑意图，一度找各种
理由要解开械具。到法院后，史某态度
开始好转，经过长达6个小时的思想工
作，史某与家人联系，最终履行了此案所
有执行款，此案成功执结。此外，史某还
交出了其 2006 年一个案子的执行款
4000元。

十几年前，我结束了自己的行伍生
涯，进入法院工作，今年已经是我做执行
工作的第 12 个年头了。正是靠着军人
生涯植入血脉的坚持与拼搏，让我一直
对这份工作保持冲劲和热情。十年回望
执行路，不伏“老赖”终不还。这就是我
执行生涯的真实写照。

刘 秀 整理

不伏“老赖”终不还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
院执行局 刘 义

【内蒙古莫旗法院】

强力执行涉民生案件
本报讯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莫

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民法院成功
执结一起涉民生案件，使得索要钱款
一年无果的19名申请人在18天内就
拿到了全部劳动报酬。

被告莫旗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与刘
某、张某在莫旗修建住宅楼，黄某等
19 人为三被告提供劳务，工程完毕
后，黄某等人要求三被告支付劳动报
酬，三被告互相推诿拒不给付，黄某等

人随即向莫旗法院提起诉讼。经法院
审理，判决三被告向黄某等19人支付
劳务费13万余元，判决生效后三被告
拒不履行法律义务。

面对这种情况，莫旗法院集中时间、
人力，采取网络查控和银行实地查询措
施，先后查询银行存款7次，冻结、扣划莫
旗某房地产开发公司银行账户内金额13
万余元，短短18天，申请人就拿到了钱
款，本案得以顺利执结。 （杨田旭）

【安徽六安金安区法院】

执行阶段引入律师调查令制度
本报讯 近日，安徽省六安市金

安区人民法院在执行安徽某科技公司
与浙江某粮油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时，根据申请执行人代理律师的申
请，在执行阶段给其代理律师签发了
一份律师调查令。

该律师携调查令查询到被执行人在
浙江省长兴县拥有一处国有土地使用权，
金安区法院立即委托当地法院予以查封，

受托后，长兴县人民法院迅速出击，将该
土地使用权中价值107.5万元的部分予
以查封，有效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据悉，“江淮风暴”执行攻坚战开
展以来，金安区法院针对当事人因客
观原因无法提供具体财产线索等情
况，在执行阶段引入律师调查令制度，
有效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寻人、找
物的效率。 （朱传忠 张 梅）

近日，江西省樟树市人民法院张家山人民法庭两名法官冒着高温酷暑，深
入田间地头，就一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耐心向当事人王某释法明理，
并送达诉讼材料。 阮 亮 钟 诚 摄

8月15日，河南省宁陵县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了一起土
地租赁合同纠纷案件。

2000年，乔楼乡焦庄村许某口头约定租赁邻居米某
耕地2.19亩，租金随年递增，但从2017年开始，许某就
再没有支付租金。许某认为米某实际租给他的土地要比土
地证上的少，而他自家的土地被米某占了8分。而米某认
定，他们的土地证上确定的数即为自家的实际土地数，一
点也不少。两家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打起了官司。

今年6月12日，宁陵法院判决许某应返还米某租赁土
地并支付两年租金。许某不服，坚决不配合执行。

执行法官竭尽全力为邻里和睦办案。通过给许某的儿
子、侄子等亲人打电话做工作，并请来村支书让他在中间
调解，共同说服许某和其家人。终于，在多方努力下，两
家都同意了执行法官的调解方案。

图①：现场确定争议地界。
图②：当事人感谢执行法官为他们化解恩怨。
图③：申请执行人签字领到执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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