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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声琨在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总结督导试点经验 充分用好督导成果
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动群众、震慑犯罪、齐抓共管等效应，
推动河北专项斗争取得明显战果，较好
地完成了各项督导工作任务。对督导发
现的问题要紧盯不放、一督到底，推动
扎实整改、逐一销账。要总结督导试点
经验，指导其他督导组认真借鉴，进一
步树立问题导向，完善工作机制，加大
问责力度，提高督导水平。
郭声琨强调，要进一步压实第一责
任，强化政治担当，以起色不大的地
区、行业、领域为重点进行深化打击，
努力突破更多涉黑涉恶案件，进一步增
强震慑效应。要把打“保护伞”作为下
一步主攻方向，推动对“保护伞”的查
处取得更大战果。要认真剖析案件，提
出司法建议，推动落实监管责任、堵塞
治理漏洞。要坚持实事求是，调整优化
考核机制，形成正确导向，充分调动地
方和基层扫黑除恶主动性积极性。
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副
组长赵克志、周强、张军、李书磊、齐
玉、陈一新，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
办公室副主任，及第 1 督导组组长、副
组长参加会议。
本报北京 8 月 21 日电 （记者 李
阳）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
书记、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组长郭声琨 21 日主持召开全国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会议，听取中央第

1 督导组对河北省开展督导工作情况汇
报。郭声琨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总结督导试
点经验，充分用好督导成果，做到政治

站位再提升、思想认识再深化、工作措
施再加强，推动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向纵深发展。
郭声琨指出，中央第 1 督导组通过
有力有效的工作，形成了传导责任、发

图为 8 月 2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全国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领导小组组长郭声琨主持召开全
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会议。
郝 帆 摄

基本解决执行难 坚决打赢决胜仗

“带着两微说执行”走进贵州关岭
本报安顺 8 月 21 日电 （记者
王 俏 见习记者 吴 凡 王
菁）“人民法院可以对失信被执行人
依法予以采取哪些措施？”“申请强
制执行是否需要承担费用？”今天上
午，由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主
办、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与
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承
办的“带着两微说执行”系列执行
普法活动来到山清水秀的关岭月亮
湾社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
活动。活动设置了有奖问答环节，
现场群众积极抢答。
在以案说法环节，关岭法院执
行局副局长罗毅为现场群众开授了
一堂法治课，聊一聊什么是“基本

解决执行难”，谈一谈“执行难和执行
不能的区别”。由于参与活动的布依族
群众较多，关岭法院双语法官罗良禹、
韦中旭用布依语作了介绍。
布依族小伙蒋俊杰告诉记者，通过
参加这次普法活动，对法院工作，特别
是执行工作有了进一步了解；有奖问答
环节能让大家积极参与，是很好的普法
形式。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
会委员王修品表示，希望此种普法活动
能形成常态，让更多百姓受益。
此次“带着两微说执行”系列执行
普法活动由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报
官方微博、头条号等进行了图文及视频
直播，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信进行全面
报道。

图为关岭法院双语法官罗良禹用布依语向群众介绍该院执行工作情况。
本报记者 王 俏 摄

通报上海金融法院成立背景案件管辖等情况
上海金融法院中英文官方网站上线

图为董炤熠代
理的一起质押式证
券回购纠纷案被成
功立案，该案成为
上海金融法院受理
的第一案。
郑 倩 摄

上海金融法院的案件管辖、机构设置和
人员配备情况。发布会上，上海高院还
举行了上海金融法院官方网站正式上线
仪式（http://shjrfy.hshfy.sh.cn/jrfy/gweb/
index.jsp）。
“设立上海金融法院，是党和国家
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具有重大而深远

本报北京 8 月 21 日电 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
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在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
心督导执行工作。周强现场连线辽宁、山东、湖北、
湖南、陕西等地法院，
听取“基本解决执行难”
工作情
况汇报，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督导会坚持
问题导向，
“把脉治病”
，动真格、讲实效，
辣味十足。
“一些法院任务还很重，直白说，就是工作力度
不够、落实不到位！
”
“你们要采取超常规措施，
尽快扭转被动局面。”
“执行信息系统升级提速问题，要马上着手解
决！
”
……
督导会上，周强无论是听取汇报，还是部署工
作，都始终紧紧扭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既打气鼓
劲，又严格要求，明确提出时间表，要求限期整改落
实。辽宁省高级法院院长张学群在会上点名批评个
别工作不力的法院，
责令尽快改变工作面貌，
决不能
拖“基本解决执行难”
工作的后腿，
否则严肃问责。
周强指出，
“基本解决执行难”越是进入攻坚阶
段，
越是面临难啃的硬骨头，
越要以敢打必胜的信心
和决心，
迎难而上，
全力以赴，
攻城拔寨，
务必取得胜
利。大连中院汇报涉及烂尾楼案件是当前执行工作
的难点。周强明确要求，那就要把这类案件作为重
点予以突破，
难题攻克了，
工作就可以前进一大步。
对各地的好经验、好做法，周强予以充分肯定。辽宁省委高度重视执行工
作，形成全社会推动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强有力格局，湖北完善地方立法，保障执
行工作深入有效开展，
陕西高院根据案件量在全省范围调剂执行干警编制，
山东
青岛法院精准施策，
区别不同案件情况分类执行，
并通过开展执行救助有效化解
难题，湖南长沙法院在市委市政府关心支持下，配备了功能齐备的执行指挥车，
取得良好效果。周强要求认真总结、宣传，
向全国推广。
周强表示，
今年以来，
全国法院广大执行干警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饱满的
精神状态，
加班加点，
战高温冒酷暑，
忘我工作，
“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取得重大
阶段性成效，
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但各地进展还不平衡，
攻坚“基本解决执行难”
到了关键时期，
任务还十分繁重艰巨。周强向全国法院执行干警致以亲切问候，
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攻坚克难，坚决如期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
硬仗，
向党和人民交上满意的答卷。
周强要求，要牢牢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依靠党委
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政协监督、政法委协调，形成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综合
治理格局。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
聚焦存在问题，
强弱项、补短板、抓落实。要加
强组织领导，各级法院领导尤其是一把手要亲自挂帅，切实扛起责任，层层传导
压力，对工作不力、问题突出的要坚决问责。要深入分析各类执行案件情况，制
定采取有针对性举措，做到精准攻坚、分类施策。要主动接受人大监督、政协民
主监督和社会监督，
切实回应群众关切，
不断改进各项工作。要进一步加大执行
宣传力度，
营造有力声势，
为执行攻坚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马世忠参加执行督导会。辽宁省高级
法院院长张学群、山东省高级法院院长张甲天、湖北省高级法院院长李静、陕西
省高级法院院长李智和湖南省高级法院负责同志汇报了本省法院执行工作情
况。部分中、基层法院作了工作汇报。
（宁 杰）

陶凯元出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最高人民法院共同
举办首届知识产权司法审判高级研究班开班式时强调

坚持开放思维 加强交流合作
为世界知识产权事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上海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本报上海 8 月 21 日电 （记者 严
剑漪 通讯员 郝梦真） 今天上午，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上
海高院副院长盛勇强向社会公众通报了
上海近年来金融审判的工作情况、上海
金融法院成立的背景、意义和工作目
标，上海金融法院院长赵红详细介绍了

孙若丰 摄

图为周强在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督导执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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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它不仅是服务保障金融改革发
展的需要，也是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
的需要，更是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
需要。
”盛勇强表示。
据悉，首家金融法院在上海成
立，得益于近年来上海金融审判工作
取得的显著成绩。2009 年以来，上海

高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及上海 8 家基层法院
先后设立了金融审判庭 （内设机构改
革后设金融庭的基层法院为 4 家），其
他基层法院也设立了金融审判专项合
议庭，基本形成相对独立的金融审判
组织体系。
最高人民法院陆续颁布金融案件
管辖司法解释后，以上海证券交易
所、中央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上海
期货交易所等证券期货交易组织
者、中央结算机构等特殊主体为被
告或第三人因履行职务引起的民事
案件，指定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集
中管辖。
⇨下转第四版

上海金融法院首日立案 20 起
诉讼标的总额超过10亿元
本报上海 8 月 21 日电 （记者 严
剑漪 通讯员 郑 倩 沈竹莺） 今天
上午，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东方证券） 代理律师董炤熠走进上海
金融法院立案大厅，在取号机领取一张
“B3001”号码后，他将随身带来的一
叠起诉材料交至立案窗口。在立案法官

仔细审核材料后，这起东方证券起诉北
京某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投资公
司） 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案成为上海金
融法院揭牌后正式受理的首起案件，该
案诉讼标的额超过 1 亿元，符合上海金
融法院作为中级法院管辖案件标的数额
标准。
⇨下转第四版

本 报 北 京 8 月 21 日 电 （记 者
孙 航） 今天上午，由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与最高人民法院共同举办的“首
届知识产权司法审判高级研究班”在
国家法官学院开班。最高人民法院二
级大法官、副院长陶凯元出席开班式
并致辞。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
王彬颖、总法律顾问弗里茨·庞德科
出席了开班式。
陶凯元指出，近年来，最高人民
法院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入开展务
实合作，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案例
交流、学术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
列重要合作成果。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周强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
高 锐 先 生 于 2017 年 4 月 共 同 签 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和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司法交流与合作谅
解备忘录》，为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奠
定了坚实基础。本次研究班是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近年来组织的最为重要、
规格最高的一次司法培训活动，标志

着双方合作迈上新台阶。
陶凯元强调，经过 30 多年的不
懈努力，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法院始终坚
持开放思维和世界眼光，不断加强与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有
关国家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
知识产权治理实践，为世界知识产权
事业的发展贡献了“中国经验”和
“中国智慧”
。
本次培训班为期三天，来自美
国、德国、澳大利亚、比利时、韩
国、中国等十五个国家的四十余名中
外法官参加。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
负责人参加开班式。
围绕此次研究班中的 8 项议题，
最高人民法院从近年来的典型案例中
精心选择了 30 个案例，专门组织编
写了 《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经典案
例集 （中英文版）》 作为教学资料使
用，以进一步宣传好中国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2018年尼泊尔法官研修班举行结业典礼
胡云腾出席致辞并颁发结业证书
本报讯 （记者 孙 航） 8 月
20 日下午，2018 年尼泊尔法官研修
班举行结业典礼，最高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专职委员胡云腾出席并致辞，
为研修班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胡云腾对研修班成功举办表示祝
贺。他说，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实施，中国
与尼泊尔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扩大。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与尼泊尔司法界通
过举办法官研修班等形式，加强沟
通、深化合作，充分彰显了以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胡云腾表示，此次研修期间，
学员们参加系列专题讲座并参观云
南三级法院，参观最高人民法院，
感受智慧法院建设，加深了对中国
基本国情和司法制度的了解。在新
的历史阶段，中国愿与尼泊尔司法
界开展更加务实有效的合作，共同
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司法
服务和保障。
2018 年尼泊尔法官研修班全体
学员，最高人民法院、商务部有关部
门负责人参加结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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