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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解决执行难 坚决打赢决胜仗

本报讯 （记 者 钟雅琼）
9月7日，青海省委书记王建军对
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全省法院执
行工作情况及执行工作动态的报
告》作出批示，充分肯定了省高院
破解执行难问题的方法举措和显著
成效，要求在继续坚持依法依规、
形成合力的基础上，聚焦增强全民
守法意识这个关键，加强普法宣
传，进一步推进执行工作。

自2016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宣布要

“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以
来，在省委坚强领导，省人大常委会、
省政府、省政协和有关部门、全社会有
力支持配合下，青海法院深入贯彻最
高人民法院的部署，紧紧围绕“四个基
本”和“四个90%”目标，勇于担当，锐
意进取，以前所未有的工作力度，改
善执行工作外部环境，转变执行工作

模式，提升执行工作质效，“基本解
决执行难”取得重大进展，受到最高
人民法院主要领导批示表扬。据统计，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
全省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 51061 件，
执结46141件，未结4945件，实际执结
率为 69.49%，其中，有财产可供执行
案件法定期限内执结率为96.68%，终
本合格率为93.49%，信访案件办结率
为100%，结案率为90.06%。

王建军对青海法院执行工作批示要求

加强普法宣传 进一步推进执行工作

亮 剑 八 桂 决 战 酣
——广西法院决战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黄明强 本报通讯员 卢林峰

8月2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专程来到玉林
法院督导执行工作。他先后深入玉
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玉林市中级
人民法院、陆川县人民法院、北流市
人民法院，亲切看望慰问奋战在执行
岗位上的干警们，给干警们鼓舞斗
志，坚定“基本解决执行难”必胜的
信心。

8月28日，黄海龙到南宁市现场
督导检查“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
在横县人民法院执行局，黄海龙听取
了横县法院执行工作汇报，检查“基
本解决执行难”工作进展，向执行干
警致以亲切问候，希望大家再接再
厉，一鼓作气，攻坚克难。

……
战鼓阵阵，马蹄声声。广西法院

奋勇拼搏、攻坚克难、苦干巧干，向
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发
起冲刺。

截至7月15日，全区法院两年多
来已累计执行结案 288454 件，结案
率达84.15%，执行到位标的额386.56
亿元；全区法院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
法定期限内实际执结率达 81.76%；
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办理合格率
88.2%，比全国平均值高出14.01个百
分点，全国排名第5位。

聚合外力综合治理执行难

2017 年，全区法院共受理执行
案件 145263 件，执结 123465 件，同
比分别上升24.96%、21.04%，执行到
位 标 的 额 192 亿 元 ， 同 比 上 升
62.7%；历年积存的 13083 件积案完
成执结12669件，结案率达96.84%。

“2017年，基本甩掉了积压多年
的历史包袱。”8月6日，广西高院副
院长梁梅告诉记者，这一结果，是自
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及社会

各界高度关心和支持全区法院“基本解
决执行难”工作的结果。

据了解，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
2017 年以来连续两年专题审议“基本
解决执行难”工作。

今年 4 月 3 日，自治区党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黄世勇组织召开执行工作联
席会议，对破解执行攻坚瓶颈问题作出
具体部署。

6月20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鹿心社
到自治区高院走访调研，强调要发挥联
动机制作用。

6月29日，广西决胜“基本解决执
行难”推进会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
政法委在会上对联动部门在协助法院查
人找物难上提出了具体要求。

“这是全区法院决战决胜‘基本解
决执行难’的再动员、再部署，也是全
员冲锋、全力冲刺执行攻坚的再誓师、
再落实。”广西高院执行局局长梁文华
告诉记者，广西决战决胜“基本解决执

行难”，形成了“党委领导、政法委协
调、人大监督、政府政协支持、法院主
办、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基本解
决执行难”工作大格局。

截至今年7月15日，全区三级法院
发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17.71 万人次，
限制乘坐飞机和高铁、限制高消费、限
制出境 9.17 万人次，司法拘留 9960 人
次，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1632
人次，判决拒执罪193件267人。

用足内力促进质效明显提升

“执行月”“执行攻坚年”“百日风
暴”……一个个专项活动在全区拉开帷
幕。

“涉民生案件执行”“清理涉金融债
权积案”“执行存案歼灭战”“终本达标
歼灭战”……一个个战役，掀起了决胜
攻坚“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热潮。

⇨⇨下转第二版

本报濮阳 9月 11 日电 （记者
冀天福 通讯员 赵栋梁 韩丽敏）
今天，由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濮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清丰县人民法院联
合举办的河南执行好故事——走进濮
阳、清丰全媒体直播如期举行。截至
中午 11 时 30 分，围观累计达到了
465.4 万人次，最高同时在线观看人
数达到 31 万，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
社、人民网、人民法治等 20 余家媒
体现场参与报道。

活动现场，清丰法院刑事审判团
队负责人赵彦景从一起拒执典型案例
讲起，音乐缓缓响起，仿佛把人们带

入到故事现场， 随着每个故事主讲
人的讲述，执行工作的点滴一一展现
在观众眼前，或让人因当事人拒不履
行生效裁判锒铛入狱而惋惜，或让人
因执行干警锲而不舍维权而动容，或
让人因执行案件几经曲折终获圆满而
温暖。

这是一次全媒体聚焦执行一线干

警的大型现场访谈活动，活动中不仅有
执行干警讲述执行故事，还邀请了全国
人大代表、县委书记、代理律师等，通
过不同的人讲述自己与执行的故事，全
面展现了濮阳市两级法院执行干警在烈
日下、在寒冬中往返奔波，在辨别真伪
时同被执行人斗智斗勇，在面对普通百
姓时时刻保持耐心与恭敬的动人事迹，

生动反映了濮阳、清丰两级法院执行干
警恪尽职守、秉公执法、拼搏奉献的精
神风貌，诠释了执行干警的忠诚、实
干、责任与担当。

濮阳中院院长徐哲通过具体事例，
向全社会传达濮阳市两级法院决战决胜

“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决心和勇气。清丰
县委书记冯向军表示将强力支持助推执
行工作，“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全国人大代表李连成表示，希望媒
体多为人民法院宣传，让全社会理解法
院干警的付出和努力，一起为建设诚信
社会而努力，真正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新
时代司法的公平与正义。

传播法治声音 讲好执行故事

全媒体聚焦濮阳法院执行干警

9月10日，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执行干警依法对一名公然抢夺
并撕毁法律文书的被执行人文某琴处以司法拘留15日的处罚。图为法官宣
读拘留决定。 彭 屏 甯 立 摄

本报十堰 9月 11 日电 今天，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执行结
案116件，实现执行会战以来的首个
结案单日破百的良好成绩。

为了扎实推进“用两到三年时间
基本解决执行难”专项活动，迎接第
三方评估，努力摆脱茅箭区法院执行
工作积案多、各项质效指标靠后的被
动局面，在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
的高度重视和十堰各兄弟法院的大力
支持下，茅箭区法院举全院之力，

“一把手”亲自挂帅，立、审、执一
体配合，大胆推进执行机制改革，调
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全员上

阵，各方协同，执行工作取得初步成
效。9 月 1 日至 11 日，共执结案件 682
件 ， 当 年 结 案 率 从 39.72% 上 升 到
50.4%，上升10.68个百分点，审限内结
案率从35.8%上升到49.24%，上升13.44
个百分点，当年收结比从 65.67%上升
到85.15%，上升19.48个百分点。

据悉，茅箭区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先
后配套实施了团队长办案负责制、办案
团队质效量化制、案件类型化集约处理
制、团队长日例会制、执行员工作台
账、执行工作周报等工作制度，同时严
格实行“两个一律”，确保执行改革和
执行实施工作顺利进行。 （韩朝贵）

推进机制改革 调动各方力量

十堰茅箭法院执行结案单日破百

本报讯 （记者 林晔晗） 9 月
10 日，广东省司法厅、省高级人民
法院、省公安厅、省人大内司委联合
召开全省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动员部
署电视电话会议。广东省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何忠友出席会议并讲话，广
东高院院长龚稼立出席会议。

何忠友指出，要谋划部署好广东
省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确保始终走
在全国前列，不断贡献广东改革经
验。一是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们党始终坚持
走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是保障人
民群众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
和监督权的重要途径，是社会主义民
主制度在司法领域的具体实践。二
是坚持党的领导，确保人民陪审员

制度改革沿着正确方向推进。各级
党委、党委政法委要加强对人民陪
审员法、人民陪审员选任办法实施
工作的组织领导。三是加强统筹协
调，推动广东省人民陪审员选任工
作顺利开展。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
主动加强与人民法院、公安机关、
人大有关部门的工作衔接，形成强
大合力。四是完善配套制度，为人民
陪审员依法履职提供有力保障。要根
据中央部委出台的相关制度，及时制
定广东省的实施方案，完善相关配套
措施。省司法厅要及时制定广东省人
民陪审员选任工作方案，按照人民法
院的需求，分期分批、保质保量完成
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工作，满足陪审工
作需要。

本报北京9月11日电 今天上
午，最高人民法院邀请行政法学专家
学者参加座谈，就当前人民法院行政
审判工作、队伍建设以及司法改革中
的问题听取意见和建议。中国政法大
学终身教授应松年、北京大学教授姜
明安、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胡建
淼等 16 位专家学者应邀参加会议并
作了发言。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
员贺小荣在认真听取发言后指出，人
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为切入点，深入分析研判当前工作
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认真吸收法
学专家的意见建议，为新时代人民法
院行政审判工作科学发展提供丰富的
理论给养。当前，坚持行政法理论联
系实际，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以理
念为指引，不断丰富和完善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学理论。要不
断完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更加准确
把握行政法学发展的时代脉搏，走出
一条中国特色的行政法学发展创新之
路，为行政审判工作发展提供理论支
持。二是以问题为导向，认真分析研
判当前行政审判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新任务。要深刻把握新时代对行政审
判工作的新要求，在法治国家、法治
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作
用，努力开创行政审判事业新局面。
三是以判例为媒介，建立行政法学与
行政审判互动交流的新平台。要及时
对重大、社会关注度高的行政案件进
行总结，通过案例研究促进司法学术
性和实践性的结合，加强行政审判实
践与行政法学教研的交流互动。四是
以改革为路径，推动解决制约行政审
判工作科学发展的机制问题。要深入
总结行政审判改革经验，切实巩固改
革成果。 ⇨⇨下转第二版

本报北京9月11日电 （见习记
者 陈雨人）反映人民法院执行工作
的院线电影《特别追踪》今天在京举
办专家研讨会。该片由最高人民法
院影视中心、联播聚客 （北京） 国
际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山东省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青岛市即墨
区人民法院联合摄制。影片通过讲
述一个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
的司法案例，刻画了失信被执行人
在社会上遭遇的种种歧视与窘境，展
现了各级人民法院开展执行攻坚的坚
定决心，记录了法治中国建设的进步
历程。

来自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人民
日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
央戏剧学院等机构、媒体和高校的文
艺理论家、影视评论家王一川、仲呈
祥、刘桂明、张弛、张燕等就本片的
思想性、艺术性、现实性及社会价值

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与会专家普
遍认为，该影片坚持关注现实生
活，在题材选择上贴近当下社会，
坚持把社会效益、价值引领放在首
位，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向
观众传递“守法光荣、失信可耻”
的价值导向。

研讨会由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社长倪寿明主持。最高人民法院执行
局申诉审查室主任刘雅玲参加研讨
会。影片编剧田水泉、导演王启蘅介
绍了影片创作情况。青岛中院执行局
局长陈显江介绍了影片案例发生地法
院开展执行工作的有关情况。影片将
于9月14日在最高人民法院举行首映
式，定于 9 月 19 日登陆全国主要院
线。届时这部法治影片将为广大电影
观众带来一堂生动的法治公开课，为
全国各地正在开展的执行攻坚战助
威、助力。

何忠友在广东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会议上强调

保质保量完成人民陪审员选任

贺小荣在行政法学专家座谈会上强调

为新时代行政审判工作提供丰富理论给养

执行题材电影《特别追踪》专家研讨会举行

9 月 3 日至 7 日，宁夏回族自治
区海原县人民法院再掀执行“飓
风”，全体执行干警深入执行重点区
域三河片区“安营扎寨”，对难执行
的“骨头案”开展集中执行工作。5
天内，全体执行干警周密部署、同吃
同住，灵活应变、错时执行。借力片
区工作人员熟悉地域、熟悉人员的优
势查人找物，结合不同案件情况采取
多渠道、全方位措施，组织新闻媒体
记者随案采访，加大“老赖”曝光力
度，增强执行工作的威慑效果。5天
共执结“骨头案”36 件，执行到位
金额 37 万元，成功拘留“老赖”7
人。

图为执行干警将被执行人带离。
本报记者 马 荣

本报通讯员 马钦驰 摄

集中执行“骨头案”

本报讯 （记者 陈 伟） 记者
近日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获悉，
今年以来，山西法院在审判管理方
面提出两型三化审判管理体系建
设，突出服务和创新，强化均衡
化、精准化、智能化审判管理和要
求，各项审判指标均有提升。今年1
月至 8 月，全省法院人均结案 78.61
件，同比增加30.11件，案件审理平
均时长 54.8 天，同比缩短 41.77%，
成效显著。

据悉，山西法院审判管理工作起
步于 2013 年，经历了规范管理体
系、改革调整和发展提高三个阶段，

今年年初制定《全省法院审判质效约
束性重点指标》，调整充实了20项重
点任务约束性指标，增加了执行、公
开、质量指标的权重，省高院审管部
门突出服务和创新，引导审判管理理
念的更新和流程的再造，强化均衡化、
精准化、智能化审判管理方法和要求，
以促进约束性指标完成为抓手，聚集
目标引领和底线约束，加强对标对表
管理，坚持每周每月通报、逐季对标，
强化督促督办，按季编写审判质效运
行态势分析报告，为全省法院提供目
前审判质效运行存在的问题和工作建
议，助力审判工作提质增效。

山西案件审理时长同比缩短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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