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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江法院严查工作短板

开展司法作风问题专项督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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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 镇 通讯员
王东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和《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
费的若干规定》的规定，本院依法作出
限制驾驶豪车令……”近日，福建省泉
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向失信被执行人董
某发出豪车限驾令。据悉，这是福建法
院发出的首张限驾令。

限制驾驶豪车令，是法院通过将
“限制被执行人驾驶非营运性小汽车”
列入限制高消费选项，对未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所确定义务的失信被执行人实施
限制驾驶非营运性豪华小型汽车惩戒措

施，以进一步压缩失信被执行人的出行
空间。豪车限驾令对豪华小型汽车也作
出了界定，明确新车购入价 20 万元以
上、四成新以上各类小型汽车，包括被
执行人所有、借用、使用的各种小型汽
车，属于限制驾驶车辆。

丰泽法院执行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申
请执行人和社会公众如发现限驾被执行
人违反限驾令规定，可向法院举报。查证
属实的，法院将依法予以罚款和拘留，涉
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被执行
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或在
限驾期间提供有效的担保或经申请执行
人同意，可以解除限驾令。

【福建泉州丰泽区法院】

对失信被执行人发出豪车限驾令

跨省联合行动 破解执行难题
——益阳中院跨省开展强制扣押工作小记

本报记者 陶 琛 本报通讯员 李倩云

【河南沁阳市法院】

联手34家单位破解执行难
本报讯 为打赢“用两到三年时间

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近日，河南
省沁阳市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联
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健全综合治理“执
行难”工作联动机制的实施意见》。

意见规定，沁阳市人民法院与市纪
委、市委组织部、市委政法委、市委宣传
部、市公安局、各乡镇街道办事处等 34
家单位建立执行联动机制，打造多部门

强强联手的执行新格局。
意见提出了“决胜执行难战役”专项

活动的工作目标、组织机构、工作职责、
工作程序，对34家联动单位和法院的具
体职责任务进行了细化分解，明确各级
党委、法院及相关部门在基本解决执行
难工作中的责任，加强督导检查，形成解
决执行难的工作合力。

（张建忠）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后
旗某农业合作社门口，十几名法院和公
安人员已经就位，这是湖南省益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联合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
市中级人民法院、乌兰察布市公安机关
依法对被执行人乌兰察布市某商砼有限
公司、曲某等人藏匿2台56米泵车进行
扣押的一幕执行场景，也是益阳中院和
乌兰察布中院全力破解执行难，依法维
护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的一次跨省联合

执行行动。
被执行人乌兰察布市某商砼有限

公司、曲某等人自 2012 年起采购三一
公司多套混凝土设备，欠三一公司设
备款 2000 余万元。经多次催要，乌兰
察布市某商砼有限公司、曲某等人拒
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经湖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益阳中
院受理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某国际
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乌兰

察布市某商砼有限公司、曲某等人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益阳中
院的执行法官在申请执行人的协
助下对被执行单位的财产情况进
行了全面调查和搜寻，发现被执行
单位藏匿在察右后旗某农业合作
社内的 2 台泵车，决定联合乌兰察
布中院对该 2 台泵车依法进行强制
扣押。

考虑到泵车藏匿之处较为偏僻，

地形复杂，且事先无法得知车辆能否
正常行驶，存在诸多安全隐患，益阳中
院执行局副局长黄浩益作为现场总指
挥，按照事先制定的详细预案再次进
行了部署。

8月23日下午2时许，法院干警、
公安干警和内蒙古三一公司协助人
员分工协作，紧密配合，争分夺秒，顺
利启动藏匿两年之久的泵车，在多辆
警车的保护下，押送前往法院指定地
点。

车辆押送途中遇到暴雨天气，部
分路段被洪水淹没，全体干警和内蒙
古三一公司工作人员克服重重困难，
最终成功完成了 2 台泵车的押送任
务。法院干警对此次执行进行全程录
像，确保执行依法依规、合法有效、公
开透明。

本报讯 （记者 周瑞平 通讯员 李旭东 严
翠 陈慧珺）“穆法官，你们要找的被执行人沈某现在
回村子里了，赶快过来吧！”9月4日傍晚，“执行网格
员”马允池拨通了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人民法院执行员
穆伟珍的电话，报告了长期联系不上的被执行人沈某的
行踪。该院干警随即赶到沈某家中，完成法律文书的送
达工作。

今年以来，淮南市两级法院积极争取党委支持，大
力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开展，7月底，淮南市
大通区委办、政府办下发文件，要求有关单位积极配合
执行网格平台搭建，大通区法院成为“执行网格化”试
点法院，并由大通区委政法委牵头建立了网格员协助法
院执行工作机制，首批选任了70余名“执行网格员”，
协助法院开展查人找物、收集证据、文书送达等执行辅
助工作。

淮南市大通区上窑镇马岗村的村支部书记马允池就
是新任的“执行网格员”，在协助法院找到被执行人沈
某后，马允池显得有些高兴：“协助法院办理执行案件
是我们村干部责任，今后我们还会加强与法院的沟通联
系，争取把涉及本村村民的执行案件处理好。”截至9
月5日，大通区的“执行网格员”已协助大通法院成功
送达法律文书9件，查人找物、提供线索23件，顺利执
结案件3件。

“网格员大部分都是村干部，不仅找人容易，而且
可以利用乡风民俗帮助法院执行案件、化解矛盾，效果
很好。” 寿县堰口镇综治办工作人员李传宝说。

寿县综治办于今年5月下发文件，要求各乡镇综治
办积极协助县法院开展案件执行工作。寿县法院与各乡
镇综治办积极对接，将被执行人名单提供给综治办，再
由综治办通知各村网格员负责查找本村的被执行人。7
月5日，寿县法院执行法官来到寿县堰口镇，在网格员
的协助下，通知该镇辖区内5名被执行人谈话，要求尽
快履行义务。

被执行人祝某是被约谈的被执行人之一，祝某因无
证驾驶机动车造成他人受伤，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代其
垫付了赔偿金，后保险公司起诉追偿，法院判决祝某偿
还垫付款项。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多次电话联
系，祝某均避而不见。此次约谈，祝某仍不在家，但祝
某父亲接到通知后来到谈话现场，答应尽快全额履行义
务。7月30日，寿县法院收到一笔3万元汇款，是祝某
父亲代儿子偿还了欠款。最近，法官约谈的被执行人钱
某、代某陆续支付了执行款，被执行人穆某与申请执行
人协商达成了分期还款的协议。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员
王小甜）“法官在履行职责时有没有消
极懈怠，工作态度有没有推诿扯皮，有
没有粗暴对待当事人……”为了更好地
查找工作短板，提升人民法院和法官的
良好形象，日前，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人民法院督导组一行走访了当地多家律
师事务所，认真倾听律师在办理案件过
程中遇到的困难，提出的意见建议。

走访并听取律师对法官和法院的意
见建议，是椒江法院开展“司法作风问题
专项督察活动”中的一项内容。今年 7
月开始，该院成立了督导小组，将通过为
期四个月的专项督察，重点针对全院干
警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方面的问题”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新表现”“庭审、
诉讼服务中心、人民法庭‘三个窗口’作
风问题”“干警违规参与民间集资问题”

等七个方面的问题开展全面整改，着力
解决司法工作中人民群众感受最直接、
反应最强烈的司法作风问题。

针对走访中个别律师提出庭前调解
拖延立案，造成让群众“多跑一次”等
质疑，督察组也给出了详细的解答。今
年以来，在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下，椒江区法院着力在全区范围内推广

“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通过借
助互联网、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
术，整合司法局、人劳局、法制办、住
建局、消保委、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
等 20 多个部门的调解资源，真正实现
了纠纷调解方便快捷、智能低廉的效
果。据了解，今年5月至7月，该平台
共在线登记纠纷1723件，成功化解764
起，其中法院在线收案 1069 件，调解
成功269件。

近日，家住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的吴某和于某因两起交通事故纠纷诉至法
院，分别申请伤残鉴定，奈曼旗人民法院法官接到鉴定申请后，决定协调鉴定
机构工作人员一起到当事人家中，提供上门鉴定服务。图为司法鉴定人员与法
官去往当事人家中。 韩晓燕 宋亚萍 摄

9月8日，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人民法院
开展“利剑行动”，强制腾退一处面积达5391
平方米厂房。该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政法委、公证处等20余名工作人员见证执行
行动，并在直播黄冈、央视移动网等多家媒体
平台进行网络现场直播。

当日，黄州区法院出动10台警车，70名
干警来到执行现场，设置警戒线，对被执行人
的厂房采取强制腾退。公证人员协助执行干警
对厂房内机械设备、原材料等物品一一清点、

登记、造册。40余名搬运工人紧张有序的进行
搬迁，整个执行现场井然有序。

经过 6 个小时努力，强制腾退工作顺利完
成。网络10万余名围观群众和见证执行现场的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对法院规范执行、阳光执
法纷纷点赞。

图①：到达现场，法警设置警戒线。
图②：执行干警搬运物品。
图③：执行法官向被执行人释法析理。
图④：执行完毕，执行干警拆除厂房“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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