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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解决执行难 坚决打赢决胜仗
决战基本解决执行难，辽宁法院

执行干警争分夺秒、日夜兼程、闯关
夺隘。今年国庆小长假，辽宁法院执
行脚步仍未停歇，全体执行干警用竞
赛与决胜赛跑，用奉献向国庆献礼！

想打赢——
“开足十万火力”

“想要在决胜之年扭转局势，必
须弘扬辽宁精神，开足十万火力，以
非常之举，尽非常之力，创非常之
绩。”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学
群表示。

继近半年的全省执行“风暴”战
役后，9月29日，辽宁高院向全省法

院发出基本解决执行难“80 日攻坚”
突击战号令，要求全体执行干警充分利
用第四季度开展决胜攻坚行动，并从国
庆“假日行动”开始打响攻坚战役“第
一枪”。

随后，各地法院纷纷成立“假日行
动”领导小组，确定作战方案，集结精
兵强将，再动员、再部署、再出发。

开足火力，首先开动脑力。沈阳、
鞍山、阜新、盘锦、葫芦岛等中院将辖
区关联案件合并执行，中级法院协同办
理；鞍山、锦州等地协调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和车辆管理等协执单位配合查询；
大连、抚顺、营口、辽阳等地以拘促
执，拿下一批“山头”和“堡垒”；本
溪、丹东、铁岭、朝阳等地利用电视

台 、 火 车 站 大 屏 持 续 曝 光 “ 老
赖”……

7天里，全省法院执行局24小时
接收举报线索，执行干警 24 小时随
时出发，昼夜不舍，直扑“老赖”，
全省法院共执结案件 2157 件，执行
到位金额6.08亿元，拘传986人，拘
留 479 人，查扣车辆 51 台，腾迁房
屋61间。

没想到——
“十一你们法院还上班？”

10月1日凌晨5时，法库县城笼
罩在深秋的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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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啪！”
当事人一把拍在调解法官贺长滨前

面的桌子上，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我就是个小老百姓，我不知道什

么法律不法律的，这么多年我住在那
里，他们也没说什么，怎么一搬迁就都
跑出来了……”

在她对面，贺长滨默默地站着，静
静地等着她把心里的委屈倒完。

这是今年8月28日天津市红桥区人民
法院铃铛阁派出法庭调解室发生的一幕。

55 年间，一条以“发动群众，依
靠群众，就地解决矛盾”为精髓、诞生
于浙江诸暨枫桥小镇的基层治理经验，
正在天津生根发芽开花，结出累累硕
果。今年1至8月，天津法院诉前调解
案件共9991件，调解成功6811件，调
解成功率达到68.17%。

巡回法庭：离矛盾近一点，
再近一点

“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

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
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
也。”——韩非子

小病不医，讳疾忌医，最终只会越
积越深，导致病入膏肓。

田琪 59 岁了，今年是他在河北区
月牙河街道巡回法庭担任法官的最后一
年。像这样的巡回法庭，在河北区总共
有4个。从事了多年的巡回审判工作，
防微杜渐的道理田琪一直深谙于心。

“老百姓有事一般不愿轻易上法院
来，闹到法院的时候往往矛盾都比较剧
烈了。我们就到街道上开展巡回服务工
作，为他们提供一些法律咨询和司法帮
助。”田琪说道。

为争取在源头上疏通化解矛盾，天
津法院创新社会治理形式，设立巡回法
庭，延伸审判职能，更加注重发挥其在
纠纷调解、信访化解、法律咨询、诉讼
指导、法治宣传、征询群众对法院审判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等方面工作的积极作
用。

在一些矛盾易发、多发的领域，巡

回法庭成了矛盾一线名副其实的“灭火
器”。红桥区轰轰烈烈开展着的棚户区
改造项目，正考验着法官的司法能力。

2017 年，天津市委、市政府启动
了全市棚户区3年清零计划。任务一公
布，所有人都替红桥区法院的法官们捏
了一把冷汗：3.2 万户，66.3 万平方
米，红桥区的棚户区人口和面积一下占
到了全市任务总量的一半。

“这些棚户区居住的贫困人口特别
多，一改造，涉及利益，一下子一家几
代人的矛盾都爆发出来了。”红桥区法
院告申庭副庭长杨明说。

面对这种情况，红桥区法院决定先
发制人，在棚户区改造地专门成立了派
出法庭。一周7天，由2名经验丰富的
法官和2名调解员轮流坐班，向棚户区
的居民提法律咨询和帮助。法官贺长滨
就是其中的一位。

“现在征收政策这么好，咱们先跟
家里人商量一下，抓住机会，把钱拿下
来，再考虑这些钱到底怎么分配，怎么
也是一家人……”在铃铛阁派出法庭调
解室，贺长滨苦口婆心地劝说着当事
人。

在当事人终于同意回家同家里人商
量之后，贺长滨将她送到了门口，一句
话没来得及说，就又被屋里前来咨询调
解的人叫了回去。

半个小时之后，贺长滨终于得了
空，她边抓起桌子上的毛巾抹了一把
脸，边用有些沙哑的嗓音极快地对我们
说道：“今天我在铃铛阁这儿，明天我
得去西沽南，后天还得去西于庄，那边
还需要出一个人民调解的手续……”贺
长滨知道，从她被派到法庭工作的那一
刻起，她的这双脚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司法资源，天
津法院派出法庭普遍实施了驻点值班制
度。法院选派一些政治素质高、社会经
验足、调解能力强的干警，每周定期到
派出法庭驻点值班，接待来访群众。同
时，还建立了流动办案制度，对存在案
情实际需要、当事人行动不便等情况的
案件，流动办案、现场调解。

贺长滨就这样在几个派出法庭之间
不停地穿梭。截至8月，她总共为1700
余人提供了法律咨询，出具调解协议书
50余件，“行走的法官”成了她越叫越
响的名号。

诉前调解 ：靠群众多一点，
再多一点

“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
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
不要忘记动员群众。”——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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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枫桥经验 谱写时代新篇
——天津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徐光明 见习记者 沈圆圆 本报通讯员 李凤津

争分夺秒 献礼国庆
——辽宁法院开展国庆假日执行纪实
本报记者 张之库 严怡娜 本报通讯员 张 华

10月5日，海南省琼海市人民法院执行干警来到琼海市嘉积镇某村，对
长期不露面、传唤不到庭、始终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被执行人符某进行司
法拘留。经过执行干警对双方当事人耐心调解，被执行人符某主动表态，愿
意履行法律义务，并打电话让朋友送钱到法院。在扣除保证金24500元后，
当场向申请执行人支付余款15740元，该案得以成功化解。图为调解现场。

黄叶华 侯俊杰 摄

国庆节期间，安徽省芜湖市中级
人民法院执行干警主动放弃假期，坚
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用激情与汗水，
努力兑现“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庄严
承诺。

不能吃盒饭的老杨

“老杨，盒饭到了，快来吃啊！”
正忙着的芜湖中院执行局法官杨非凡
抬头应了一声，随即又一头扎到厚厚
的卷宗里去了。

喊他吃饭的年轻干警可能不知
道，59 岁的老杨不光有痛风还有糖
尿病，每天都要自己打两针胰岛素。

由于身体原因，国庆节加班的盒饭是不
能吃的，老杨索性就饿着肚子干。

“这不算什么事，不就没吃一顿午
饭吗，没问题！”当过兵的他，一言一
行总有股永不服输的劲头。而了解老杨
的同事都明白，虽然明年就要退休了，
但以他的个性，和站好最后一班岗相

比，什么困难那都不叫事儿！

和医生“谈判”的副局长

如果不是被爱人逼着去医院检查，
芜湖中院执行局副局长朱兵都不知道，
自己的身体状况竟然那么凶险。而更让

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居然还和医生
“谈判”起来。

国庆假期前，芜湖中院执行局全
体干警已经连续加班很多天，几乎每
天都要忙到晚上 10 点多才下班。而
朱兵最近出差非常多，上海、杭州到
处跑，行程密集不说，还非常的赶。
最近他总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来气，
可是攻坚执行难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
刻，同事们都很忙，他就没把身体的
不适放在心上。

国庆加班的时候，朱兵胸闷的感
觉越来越强烈，在爱人的反复催促
下，他才到医院做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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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坚守 兑现承诺
——安徽芜湖中院执行干警国庆工作二三事

叶起胜

本报讯 日前，比利时最高法
院院长让·德克特致函最高人民法
院周强院长，对中方在其6月访华
期间给予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
随信赠送周强院长一系列珍贵的历
史资料。

德克特所赠送的历史资料包括
比最高法院第一本判例全集、德克
特曾祖父上世纪 20 年代被民国政

府外交部门聘用的合同原件、肖像
照、信函原件等。

德克特在信中表示，中国司法建
设的职业化以及取得的非凡成就令其
深感钦佩，中国法院信息化建设的成
绩令人印象深刻。了解先辈的历史有
助于更好地认识未来。比最高法院愿
以双方所签署的备忘录为新起点，推
动比中司法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德克特应周强院长邀请于 2018
年 6 月 11 日至 15 日率团访华。周强
院长在最高人民法院会见了德克特一
行，双方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比利时王国最高法
院司法交流与合作谅解备忘录》。

德克特所赠历史资料将在中国法
院博物馆存展。

（常 琦）

本报讯 （记者 朱丹钰） 近
日，黑龙江省农垦、林区法院检察院
机构改革后新组建的 12 个基层法
院、12 个基层检察院揭牌仪式分别
在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黑龙江
省人民检察院举行。黑龙江省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甘荣坤出席揭牌仪式
并讲话。

甘荣坤指出，农垦、林区法院检
察院机构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黑龙江特有的改革任
务。此次改革对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推动法院检察院合理布局、减少财政
支出，促进政法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甘荣坤强调，省高院、省检察院
和承担改革任务的农垦、林区两级法
院检察院要以揭牌仪式为新起点，全
面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署，不折不扣
执行批准的改革方案，做好人员分流
安置、编制调配、案件管辖、资产处
置、经费划转等工作，确保各项改革
举措落到实处。新组建法院检察院要
加强队伍建设、基础建设和业务建
设，为农垦、林区振兴发展提供有力
司法保障。

黑龙江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
毕宝文，省高院院长石时态，省检察
院检察长高继明，省社会体制改革相
关单位负责人出席揭牌仪式。

本报上海 10月 8日电 （记者
严剑漪 通讯员 崔缤予）在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倒计时第 28 天之际，
今天下午，为进口博览会度身定做的

“涉外商事审判法庭”——上海市青
浦区人民法院西虹桥 （进口博览会）
人民法庭正式在上海揭牌成立。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晓云，上海市
青浦区委书记赵惠琴等出席揭牌仪
式。

目前，西虹桥（进口博览会）法
庭总面积435平方米，按照“一庭两
中心”格局建设，“一庭”即审判法
庭，“两中心”即诉讼服务中心和诉
调对接中心。法庭主要受理青浦区
法院管辖的四类案件，分别是涉进
口博览会民商事案件、涉会展业的
民商事案件、涉国家会展中心的民

商事案件、具有涉外性质的商事案
件。同时，法庭已引入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上海调解中心、上海经贸
商事调解中心等 4 家专业调解组织，
为中外当事人提供专业化、国际化的
商事调解。

据悉，青浦区法院已于今年5月
组建了涉进口博览会案件的专门审判
团队。同时，构建了涉进口博览会案
件立审执快处机制，实现案件“快
立、快审、快执”，并派专人挂职进
口博览局，建立专项沟通机制，编发
服务保障进口博览会工作专刊。该院
还十分注重延伸审判职能，不定期发
送司法建议、编发审判白皮书，围绕
司法服务保障进口博览会路径选择、

“6天+365天”一站式交易服务平台
等课题开展调研。

本报讯 （记者 冀天福 赵栋
梁 通讯员 赵传保） 10 月 7 日上
午，河南全省三级法院举行员额法官
增补选任考试，全省 2011 名未入额
法官、法官助理参加考试。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胡道才，
河南省人社厅厅长刘世伟等领导对考
场进行了巡视。

根据中央、最高人民法院和河南
省委司法体制改革精神，河南省除省
高院、中级法院领导班子成员和审委
会专职委员以及基层法院院长采取考
核和面试相结合方式入额外，其他具
有审判职务的领导班子成员和其他人

员全部采取“考试+考核+面试”方
式入额。考试考核工作由各级法院组
织进行，考试分数占30%，考核分数
占70%。面试工作由省法官检察官遴
选委员会组织进行。

本次考试，全省三级法院共设68
个考场，由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统一
组织。全省法院报名参加笔试的共
2011 人，拟使用 971 名员额增补选任
法官，报录比超过1：2。考试采取笔试
闭卷方式进行，按照刑事、民事、行政
三类专业分别命题，主要考查申请入
额人员认定法律事实、适用法律法规
及司法解释等实际办案能力和水平。

比利时最高法院院长德克特
向周强院长赠送珍贵历史资料

甘荣坤在黑龙江新组建基层法院检察院揭牌仪式上强调

司法保障农垦林区振兴发展

为进口博览会度身定做“涉外商事审判法庭”

上海青浦西虹桥（进口博览会）法庭揭牌

河南举行员额法官增补选任考试
2011名未入额法官、法官助理参加

最高人民法院
官方微博二维码

最高人民法院
官方微信二维码

“十一黄金周”，陕西省韩城市推出一系列精致多元的文化旅游活动，
引来各地游客纷纷前来旅游度假。韩城市人民法院派出业务骨干进驻各大
景区巡回开展涉法旅游工作，进驻党家村、梁带村遗址博物馆、司马迁
祠、古城等核心景区全时执勤，与各大景区紧密衔接，通过法律宣传、现
场咨询、纠纷化解、联动监管和全面服务积极融入旅游市场，依法维护广
大游客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图为旅游法庭干警解答群众疑惑。

吴 刚 摄

国庆假期期间，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执行干警放弃休
息，按照国庆假期前制定的行动计划，如期开展“国庆秋季执行风暴”行
动。整个会战行动组成8个执行外部实施小组，出动警力60余人，执行车辆
16台，兵分多路，进行送达、调查、约谈、补充卷宗、执行实施等，取得
显著成效。图为执行干警现场送达。

周姗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