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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营东营区法院】

三重发力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本报讯 为更好引导消费者理性

维权，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山东省东营市
东营区人民法院坚持以审判为中心，在
审判中依法着力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东营区法院以高效审判保障消费
者合法权益为工作目标，坚持对消费
者维权的简易纠纷案件实行快审、快
结，极大地降低消费者维权的诉讼成
本，最大限度地方便当事人诉讼，减轻

当事人诉累。采取调解与审判一体化
的方式，充分发挥调解在消费者维权
案件中的作用。对于被告超市或生产
者派员出庭应诉的，优先对双方进行
调解。依法适用新消法关于惩罚性赔
偿的规定，加大生产者和经销者的违
法成本，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
督促生产者和经销者规范管理、诚信
经营。 （张德红 张 婷）

【内蒙古乌兰察布集宁区法院】

发出人身保护令维护妇女权益

本报讯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乌
兰察布市集宁区人民法院发出该院首
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申请人梁某与被申请人任某系
夫妻关系，结婚 20 多年并育有两
子。梁某称因任某长期有家暴行为，
几次报警也没能制止，两次起诉离婚
未果，而在离婚诉讼之前任某经常威
胁梁某说是要让其残废，梁某多次报
警求助才得以脱身。因年仅 9 岁的

小儿子刚做完心脏手术两个月，需要
有人照顾，为了能够回家照顾孩子并
不再受殴打，梁某请求人民法院签发
人身保护令并提交了被打照片和光
盘等相关证据。

集宁区法院认为梁某的申请符合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定条件，依照反
家暴法相关规定发出人身安全保护
令，裁定禁止任某威胁、殴打梁某。

(张建军 杨国军 曹经亚)

全时监控 创新克难
——江苏睢宁法院借力信息化破解执行难工作见闻

本报记者 娄银生 本报通讯员 韩 震

本报讯 （记者 陶 琛 通讯员
黄戌娟）“您好，这里是湘潭法院，湖南某
公司需支付给您的伙食补差费845元已
经执行到位，我们现在通过视频确认您
的身份信息，请出示身份证，您是否委托
他人代领该执行款？”

近日，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执行
局给一公司的 36 名劳务工人发放护厂
伙食补差费30290元，其中有7名劳务工
人因在外地务工无法来到现场领款，执
行法官通过微信视频一一确认身份信息

和领款数额，再委托现场的其他劳务工
人帮其代领执行款项，此举避免了劳务
工人来回奔波之劳苦，更体现了该院便
民利民之宗旨。

湖南某公司于2014年11月因经营不

善倒闭，中小企业园管理办公室为了保证
财产不流失与公司全体员工进行协商并批
准同意公司员工成立护厂队，值班队员自
备食物24小时轮流值班，三班倒班制，每班
12人，共36人。后该公司一直未支付36名

工人的伙食补差费580元至1010元不等。
今年7月，湘潭法院发出36份支付令，要求
该公司给付36名工人的伙食补差费。

经法院执行，36名工人的伙食补差
费均已到位，而其中一些需领款的工人
已经到外地另谋工作，来回奔波会增加
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故法院利用互联
网优势，通过视频确认身份、委托授权、
明确款项，再由接受委托的工人代领款
项。法院此举赢得了这些劳务工人的一
致称赞。

微信视频确认身份

湘潭县法院给外地工人发放执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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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网格员协助执行。
图②：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

见证下，执行干警准备强制破门。
图③：执行干警腾退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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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
执行干警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见
证和网格员协助下，对一起排除妨
害纠纷案进行了强制执行。

当天上午9时，被执行房屋大门
紧闭。执行干警拉起警戒线，强制进
行开锁，准备破门腾迁。锁尚未打
开，一直拒不现身的被执行人匆匆赶

到现场，主动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
原来，执行干警按原计划兵分两

路，一路强行“破门”，一路再次对
被执行人释法明理，讲明拒不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严重后果。在
强大的执行威慑力下，被执行人终于
主动打开了房门。

“【睢宁农商行】法官您好，您承办
的（2015）睢执字第1294号被执行人陈
某 的 银 行 动 态 查 询 结 果 为 ：账 号
3203242101914839 ××× 转 账 收 入
（转入柜面现金存入睢宁城东支行）
30000 元，余额为 30017 元。”8 月 7 日
上午9时16分，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
院李法官手机上收到中国移动发来的
这条短信，宣告了被终本3 年的案件
终于告结。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
局负责人告诉记者，早在2016年5月，
最高人民法院院领导在视察调研江苏
高院执行指挥中心时，通过视频连线
听取睢宁法院执行工作汇报，勉励该
院信息化工作要与时俱进。该院不负
期望，开发并启用24小时动态监控账
户系统。今年 5 月起，该系统发送被
执行人案件信息2400个，各承办法官
收到反馈信息578个，扣划金额554.7
万元，执结98件，其中终本案件46件。

法官刚出银行，当事人账户
又进账

在决战“基本解决执行难”进程
中，睢宁法院屡屡遭遇“总对总”“点对
点”无法随时监控被执行人银行账户
资金变动的困境与无奈。

该院执行局法官王共升告诉记
者说，2017 年 12 月，睢宁法院 3 个执
行团队赴陕执行，他负责银行查冻划
工作，并事先批量发送给银行待查询

的被执行人账户 86 个，因银行查控系
统不能反馈账户变动情况，他又一连几
天马不停蹄地去银行查看待查询的账
户有没有现金流或交易情况，耗时耗
力，有的做了无用功。王共升举例说，
当他赶到一拖欠徐工集团 70 多万元的
被执行人的开户银行查询存款时，交易
记录显示 5 小时前被执行人从账上划
走25万元。王共升说：“当时沮丧得连
步都迈不出了。”

王共升解释说，这种跨地域使用
“总对总”查询方式，是承办法官通过系
统发送给最高人民法院，由其通过中国
人民银行总行发送给各地商业银行，目
前各银行不能自动反馈查询结果，而需
承办法官屡屡跑银行。王共升说，在他
的执行团队中，因为银行反馈不及时造
成可以扣划存款被转移的案件，三位承
办法官每年每人都有二三十件，有时法
官刚跨出银行，当事人的账户马上又进
账了。

变“过去式查控”为“将来式监
控”

“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破难题。”该
院院长袁长伟回顾说，院党组专题研究
了智慧法院建设与首家合作单位两大问
题，决定全面升级网络查控系统。

睢宁法院首家试点选择了睢宁农商
银行。因睢宁县有156万人口，农业人口
占到81％，而农商银行网点遍布全县所有

乡镇街道，是全县网点布局最密集的金融
单位，同时农商银行每年大约有800多件
诉讼案件，也是银行中最多的一家。多年
来，尽管睢宁法院执行信息化居全省法院
先进地位，但毕竟是网络查控系统第四次
升级，没有先例。“当睢宁法院与农商银行
沟通时，双方一拍即合。”袁长伟说，历经
全国公开招标，寻找合作公司，几经考察
谈判，反复研发调试等，今年5月，24小
时动态监控账户系统投入使用。

在记者采访的 8 月 15 日上午 10 时
10分，承办法官将刚刚立案的执行案件
通过信息发送后，农商银行动态监控账
户系统通过自动比对，对被执行人曹某
账户进行实时监控搜索，不到3分钟，承
办法官手机短信铃声响起，他随即通过
系统发送扣划裁定，成功扣划被执行人
银行存款。一旁的执行局局长冯雷说：

“这套系统最大的功效，在于从现在起这
个账户任何时候进账，承办法官手机都
能随即收到告知短信，变‘过去式查控’
为‘将来式监控’。”

法院、银行、当事人实现“三
赢”

卢某因欠山西人刘某货款35万元，
承办法官郭胜先后拘留卢某两次，但其
都没有履行义务。今年5月的一天，郭
胜连续收到银行两条短信，便立即通过
网络发出指令冻结卢某两笔存款共7万
多元。随后，郭胜不动声色地约来卢某，

卢某依然称没能力还款。当郭胜出示
银行短信，释明如拒不承认将按拒执
罪移交公安机关，卢某第二天便履行
了全部货款。

“24小时动态监控账户系统对化
解终本案件也起到明显的作用。”据冯
雷介绍，今年5月起，该院所有终本案
件全部纳入监控系统。在今年1月至
8月20日的执结案件中，终本案件有
964件。

在睢宁农商银行城东支行营业大
厅，王经理指着空无一人的“法院查询
柜台”告诉记者，过去银行工作人员和
法官在这很繁忙，现在启用动态监控
账户系统后法院、银行和当事人实现

“三赢”。“那么，银行配合法院启用这
套系统而效益受影响吗？”王经理的回
答让记者意外。“我们同法院的关系不
是配合与服务的关系，而是‘战略性合
作伙伴关系’。”他解释说，“这套系统
对银行潜在的‘老赖’客户亮出了红
灯，给银行提示了经营风险，银行维护
诚信的成本远比担心客户流失的成本
小得多。同时，我们去年通过法院执
结案件近 400 件，收回不良贷款 7000
万余元，比起流失的不良客户，这是一
个无需思考的选择。”

据悉，睢宁法院该系统成功运作，
引起江苏省农商银行总行和其他金融
单位的关注，并前来考察调研，江苏高
院着手在各地推广这套系统。

⇨⇨上接第一版 实现包括非洲人民
在内的各国人民共同富裕，是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中非
传统友谊深厚，过去是并肩战斗的好
兄弟，现在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中
非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和合
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
体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
进程中走在了前列。

习近平指出，非洲是共建“一带
一路”的历史和自然延伸，是重要参
与方。中国支持非洲国家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愿在平等互利基础上，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同非洲
全方位对接，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
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
通，打造符合国情、包容普惠、互利
共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是
造福中非人民的共同繁荣之路。中国
对非投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
涉内政，不提强人所难的要求，注重
分享发展经验，支持非洲实现民族复
兴和国家繁荣。

——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是
言必行、行必果的务实合作之路。中
非合作找准基础设施不足等制约非洲
发展的要害，把资金用在刀刃上，不
搞花架子。

——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是
敞开胸怀拥抱世界的开放包容之路。
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完全遵循现有
国际通行规则，坚持公开透明，在尊
重非方意愿前提下，愿同所有有能
力、有意愿的国家加强第三方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打造多赢合作平台。

——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是
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自由通畅之
路。中方愿在互利共赢原则下继续在
标准推广、市场准入、人员培训、海
关商检等方面开展同非洲合作，助力
推进中非贸易畅通。中方鼓励和支持
中非相互投资，不追求贸易顺差，愿
创造条件扩大进口。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
放 40 周年。不管世界形势如何变
化，中国坚持开放的目标不会变，扩
大开放的决心不会变。中国欢迎包括
非洲企业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企业家到
中国投资兴业，也积极鼓励中国企业

家到非洲开拓发展，携手共建“一带
一路”。

习近平对中非企业家提出四点希
望：一是立足中非、着眼长远，深耕细
作，同中非人民共同成长、共创辉煌。
二是紧紧把握创新的历史机遇，相互借
鉴，创新合作方式，利用好现代技术成
果，发展朝阳产业，在推进传统工业化
升级的同时推进智能化发展。三是扛
起应担的社会责任，尊重当地文化风
俗，重视培养企业声誉，更加注重员工
培训和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条件，更加重
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利用，为长远发
展创造良好条件。四是在经济合作中
做中非友好的连接纽带，生意做到哪里
就在哪里播下友好的种子，项目建在哪
里就在哪里树起友谊的丰碑。

习近平最后指出，13 亿多中国
人民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
奋斗，12 亿多非洲人民也在追求经
济发展和民族复兴，中非有着共同的
发展诉求，我们愿同非洲兄弟并肩奋
斗，共享发展成果，共同走上让人民
生活更加美好的幸福之路。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乍得总统代
比、吉布提总统盖莱、毛里塔尼亚总
统阿齐兹、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尼
日利亚总统布哈里等非方领导人随后
致辞，表示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
峰会确定的“十大合作计划”有力推
动了非洲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中国是
非洲的真朋友、真伙伴、真兄弟。

“一带一路”倡议很好地与非洲各国
相关经济发展项目对接。非洲期待通
过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深度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同中方携手构建
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与会中非企业家代表表示，中非
传统友好合作根基深厚，中非经济互
补性很强，双方企业合作前景广阔，
商机无限。中非企业要分享成功经
验，创新合作模式，实现互利共赢，
要积极参与中非共建“一带一路”，
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丁薛祥、杨洁篪、蔡奇、王毅、
赵克志、何立峰，出席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的 35 位非方领导人及中非
知名工商企业和有代表性的中小企业
负责人、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代表约
1000人出席开幕式。

习近平出席中非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高层对话会
暨第六届中非企业家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