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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解决执行难 坚决打赢决胜仗

本报讯 10月 13日至 14日，中
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 2018 年年
会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
职委员贺小荣出席并讲话。

贺小荣指出，长期以来，行政法
学研究会作为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核
心和中坚力量，始终坚持法学研究的
正确政治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以“繁荣行政法
学理论研究，推进行政法治实践发展”
为宗旨，围绕法治政府建设主题，在推
动学术交流、推动立法完善、促进执法
规范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
值得肯定的是，行政法学会发挥着人
民法院“智囊团”和“思想库”的巨大作
用，对推动行政审判体制机制改革和
解决行政审判实践难题提供了全方位
智力支持，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事业
健康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贺小荣说，当前，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站
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新时代行政法

学的使命应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
念，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为切入点，密切关注经济社会发
展的新变化，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
期待。

贺小荣强调，在新形势下，行政
法学理论研究要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
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持和智力保障。
一是不断丰富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行政法学理论，为新时代人
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提供丰富理论给
养。二是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为引领，充分发挥行政法学
理论在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的积
极作用。三是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及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政府职能作用
的研究为对象，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四是以
破解行政审判实践中的重大疑难复杂
问题为导向，以研究行政审判案例为
媒介，建立行政法学与行政审判互动
交流的新平台。 ⇨⇨下转第四版

贺小荣在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18年年会上强调

为新时代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提供强大理论支持

“6 月 27 日，全市法院执行攻坚
突破万件大关！”

“8 月 30 日，全市执行案件结案
数突破1.5万件！”

“9 月 17 日，全市执结案件数达
到1.7万件。”

在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微
信公众号上，一条条执行攻坚取得突
破性进展的信息，向全社会宣示了安
庆两级法院打赢执行攻坚战的坚定信
心。

信心来自于底气。在“基本解决
执行难”攻坚战中，安庆法院紧紧围
绕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江淮风暴”
执行攻坚战的部署，既重“文略”又
强“武攻”，真抓实干，多措并举，
执行攻坚战不断向纵深推进。

统筹谋略，争取社会各界支持

“我们查控到被执行人汪某，目

前正在宜秀区某小区网吧A032号机上
网……”5月 23日下午 4点多，安庆市
宜秀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接到宜秀区公安
局电话，执行法官和法警火速赶到网
吧，迅速抓到一起交通肇事案件被执行
人“老赖”汪某。

就在同一天，潜山市人民法院执行
局接到来自邻县太湖县公安局的电话，
称该局交警队在处理一起车辆违章时发
现该车辆系潜山法院查封车辆，通知潜
山法院执行局派人来处理。

人难找、财难寻，一直是困扰法院
执行工作的两大难题。为解决这两大难
题，安庆中院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
合力联动，打造一张综合治理执行难的
大网。

安庆市委、市政府成立全市攻克执
行难工作领导小组，各县 （市）、区党
委政府纷纷出台支持执行攻坚文件。

安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
安局局长黄杰多次指示公安要全力以赴

支持法院执行工作，并要求公安派警常
驻法院积极协助人员临控、车辆查寻。
公检法联合发布通告打击拒执罪，并以
会议纪要等形式就三家单位在共同打击
拒执罪过程中的材料移送、联系机制等
具体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各乡镇街道、村（居）委会等基层
组织干部主动充当法院执行联络员。国
土、房产、工商、税务等部门与法院联
动协作，点对点共享数据信息。保险公
司与法院对接，引入保险制度开辟“找
人寻财”悬赏渠道……

各种力量合力合拍，拧成一股绳，
织成一张网，形成了合力攻坚之势。

精准谋略，打铁仍需自身用力

“联动机制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力
量，但决定性力量还得是我们自己。”
安庆中院院长洪学农心里很清楚，打赢
执行攻坚战关键还得自身硬。

中医有一个理论，“痛则不通，
通则不痛”，洪学农深谙此道。为打
造“内通”的执行管理机制，安庆中
院祭出了三招：布好“一盘棋”，用
好“一把尺”，使好“一把刀”。

由市中院牵头挂总，坚持日报
告、周督查、月调度，定目标、压责
任、促落实；以院长专项会议的方
式，对全市法院执行工作进行态势分
析，把准问题，解决症结，全市法院
实现上下“一盘棋”，统筹协力推进
执行攻坚。

为规范执行行为、提升执行效
率，安庆中院在全市法院开展执行编
程竞赛，推行流程再造，用“一把尺
子”规范统一执行流程。“腾房清场
指南”“终本案件办理规程”“执行考
核指标信息化应用指南”等一批在实
践中总结出来的执行规程，全面应用
于执行攻坚，大大提升执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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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攻坚的“文略武攻”
——安徽安庆法院决胜执行难工作纪实

黄 锋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新县人民法院执行干警在恩城乡新圩村那弄屯
依法强制清除一起因树枝障碍引起的纠纷案。在该案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
李某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执行干警通过现场勘查后，决定强制将房屋周围树
枝进行清除。在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村委干部等相关人员的监督下，该
案顺利执结。图为执行干警勘查现场。 伍佰祯 摄

本报讯 （记者 冀天福 赵栋
梁 通讯员 王新兵） 夫妻俩“老
赖”一个藏宾馆，一个有钱做美容，
却不履行执行款。近日，河南省社旗
县人民法院执行干警在宾馆抓捕“老
赖”姜某未果后，通过与公安机关的
执行联动，成功将正在美容养生会所
做美容的姜某妻子擒获。

该案执行过程中，执行干警曾多
次上门寻找姜某夫妇，夫妻俩和干警
玩起了“躲猫猫”，电话也时常关
机。后经举报，姜某躲到了宾馆内，
执行干警得到消息，迅速赶往宾馆，
却得知姜某已经退房走人。随后，社
旗法院和公安局深化执行联动，通过
快速反应机制，将玩失踪躲执行的姜
某夫妇提请公安机关协助执行。

10 月 10 日上午，执行干警接到公
安机关发现姜妻在某美容养生会所的踪
迹的电话后，火速赶至现场，最终在
美容会所二楼发现只有一位顾客正在
做美体，由于女子面部朝下，无法确
定其身份。女执行干警上前询问该女
子身份，女子拒不承认其为姜妻，也
不配合转过面部。执行干警让美容会
所工作人员停止操作，女子终于承认
自己就是姜妻。

让执行干警感到哭笑不得的是，在
众目睽睽之下，姜妻竟然要求干警让其
做完美容再走，执行干警警告姜妻如若
再拒不配合，将强制带离，这时姜妻才
跟着干警悻悻而去。由于姜妻仍拒不履
行法律所确定的义务，执行干警依法对
姜妻作出拘留15天的处罚决定。

社旗执行干警美容会所擒爱美“老赖”
因拒执决定拘留15天

（据新华社）

要闻简报
在刚刚召开的全国法院审判执行工作会议

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强调，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总结分
析当前审判执行工作态势，加强审判管理，确保
圆满完成全年审判执行工作任务，如期打赢“基
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随着攻坚“基本解决执行难”到了关键时
期，人民群众对法院执行工作的期许也越来越
高。广大执行干警加班加点，忘我工作，就是为
了向人民群众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但是，一个
案件能否执结取决于多种因素，有法院执行力度
的大小、有被执行人可供执行财产的多寡、有被
执行人配合程度等，所以申请人要对“执行难”
和“执行不能”的情况有正确的心理预期，对人
民法院工作和执行干警的辛劳予以理解。

一方面，对被执行人有财产、有履行能力，
但是却一直想方设法逃避隐匿财产的情况，人民
法院会通过强化执行手段，丰富执行措施，加大
与其他部门的协调和配合等方式迫使“老赖”履
行义务。对于此类案件，人民法院一定会把该做
的事做完，从立案到发出执行通知、财产报告
令，再到调查财产、采取强制措施、执行兑现，
执行法官会在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把该走的程序走
到位；该用的手段会用尽，执行法官会灵活运用
对被执行人采取拘传、搜查、拘留、罚款、限制
高消费、限制出境、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进行
信用惩戒等执行强制措施，最终达到执行目的；
该跑的路会跑够，执行法官会把高科技手段与传
统的执行手段相结合，充分关注执行工作的复杂
性，根据案件情况实地去找当事人、找财产，尽
全力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对于一些申请人所担心的法院是否会存在执
行不力、执行不为的情况，人民法院始终不断强
化监督机制，特别是庄严承诺“用两到三年时间
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以来，人民法院执行工作
已经建立领导督导检查、纪检监察室督察、执行
部门内部自查的监督机制，构建起多角度、全方
位、科学化的执行管理体系，也建立了相应的救
济渠道。因此，申请执行人要有信心，希望少一
些抱怨，多一分理解，那种担心、不信任的情绪
完全没有必要。

另一方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执行不能案件，法院即使穷尽一切执
行措施，也都无法实际执行到位。这些案件暂时不能得到执行不是人民法院执
行不力，而是由于被执行人丧失清偿能力所致。它们或属于当事人应当承担的
市场风险，或属于社会风险。法院不能完全解决风险问题，不应将因市场风险
或社会风险导致的执行不能归结于法院执行不力，这也是世界各国执行工作通
例。这也提醒当事人，在经济交往活动中宜审慎，注重事前风险防范。对执行
不能的案件，人民法院会严格按照终本规定完善工作程序，认真落实约谈申请
执行人规定，充分保障申请执行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确保终本案件
经得起检验。

决胜执行难是一场全社会的攻坚战，执行干警为了实现公平正义日夜奋
战，有战果成绩，也有辛劳苦劳。申请执行人的理解、支持是执行工作有效进
行的基础，也是对执行干警的激励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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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诸多司法创举服务保障经济特区改革发展

深圳法院：演绎特区版“速度与激情”
本报记者 肖 波

点 睛
40年前蛇口工业区的一声

炮响，拉开了深圳经济特区建
设的序幕，40年来，改革开放
的浩荡春风，让深圳这座边陲
小镇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
力，一跃成为现代化的国际都
市，奇迹般地崛起于中国南方。

深圳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
为深圳法院的发展开辟了广阔
的前景和舞台。改革开放以来，
深圳法院积极主动适应特区发
展需要，不断推进法院改
革，着眼促进公正司法，
增强司法公信，用优质高
效的司法服务，为特区的
建设发展保驾护航。

打造法院建设的“深圳速
度”和“深圳质量”

2015 年 3 月 24 日上午 10 点，深圳
前海合作区万科企业公馆13A栋一楼正
在进行一场立案听证。窗外，五星红旗
飘扬。

这里是刚刚挂牌不久的深圳前海合
作区人民法院。在改革创新如火如荼的
深圳前海，这里是一个静谧庄严的空

间，是特区中的“特区法院”。
“从 2014年 12月 2日最高人民法院

正式批复同意设立前海法院，到 2015
年 1 月 28 日前海法院揭牌成立，仅用
一个多月的时间建立一个法院，前海
法院的建立又一次展现了让人赞誉的
深圳速度。”前海法院院长闻长智向记
者介绍。

实际上，“深圳速度”在深圳法院
的建设历程中一直在不停地上演。从前
海法院成立至今不到4年，深圳龙华区

法院、深圳坪山区法院、深圳知识产权
法庭、深圳金融法庭、深圳光明区法院
和深圳市行政审判中心这7个审判机构
随后在这座城市诞生。

“深圳法院是伴随着特区的成立而
诞生，随着特区的发展而发展的。”93
岁高龄的深圳第一任中级法院院长李曼
在受邀为全市两级法院的青年党员讲党
课时回忆起当初的情形：“成立之初，
全院只有 3排简易的平房，不足 100平
方米的办公场地，条件非常简陋。那

时，每当集中开会，干警们要自带座
椅，聚集在‘竹棚礼堂’；案件开庭审
理时，还得找别的单位借房子、借场
地。”

时至今日，深圳法院已经从只有
20 多名干警的县级法院，发展为下辖
10个基层法院、2个法庭和20个派出法
庭的中级法院，全市法院各类工作人员
已达 3000 多人，每年受理案件的总量
也从一开始的200余件，发展为现在的
44万余件。昔日的“竹棚礼堂”，早已

被一栋栋信息化、现代化的办公大楼
替代，临时简陋的审判庭也早已全部
变成标准配置的科技法庭。40 年的
改革浪潮席卷而过，在深圳法院身上

留下了深深地印记。

“敢为天下先”的改革思路

位于 CBD、集中管辖全市行政
案件、智慧法院 3.0建设标准、全程
无纸化办案等等，这是记者近日在参
加深圳行政审判中心揭牌仪式时留下
的深刻印象。就在今年5月，深圳中
院刚刚发布了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
改革的两年工作规划，涉及8个方面
60 项改革举措。行政审判中心的成
立，正是改革规划中的一项具体内
容。

“行政审判中心便利原告起诉、
也便利行政机关就近应诉，协同推进
行政纠纷多元化解，有利于提升深圳
行政审判的专业化水平。”深圳中院
院长万国营介绍说，“深圳法院是推
行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的地区，行
政审判中心的成立，在行政案件繁简
分流、团队建设、智能化办案等方面
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

据悉，最近成立的深圳行政审判
中心在全国系首创。回首深圳法院的
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它以诸多“率
先”“首次”“第一”等原生创举，成
为深圳这座改革创新之城进步的缩
影。改革在为这座城市源源不断注入
活力的同时，也成为深圳法院高速发
展的强大引擎。

“您好，请问您有什么诉讼事项
需要帮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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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91年全国第一个立案处在深圳中院投入使用后，立案窗口前人头
攒动。 资料图片

图为2018年9月26日，深圳行政审判中心在深圳中院揭牌成立。
冯致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