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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樟树市法院】

多措并举防范非法集资

苏州法院集中宣判黑恶势力犯罪案件

本报讯 日前，江西省樟树市人民法
院通过公开宣判和公布一批有典型意义
的集资诈骗案件，向社会公众宣传非法集
资类犯罪的特征、手段，提高群众防范非
法集资的风险意识和识别能力，营造防范
和打击非法集资犯罪的良好舆论氛围。

樟树法院对移送法院的非法集资
案件做到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
行，依法从严判决，最大限度地帮助受

害人挽回损失。此外，该院积极与公
安、检察机关和相关职能部门建立信息
互通机制，对涉案金额大、受害人多、影
响面广的案件共同制定处置方案。在
办案过程中发现的漏洞和隐患，及时对
相关部门单位提出司法建议，并建立登
记备案制度，跟踪处理。去年以来，该
院审理非法集资案件为群众挽回损失
630万余元。 （钟 诚 朱 倩）

本报讯（记者 朱 旻 通讯员
王 岑 李 雄）近日，江苏省苏州市辖
区内常熟、太仓、相城、姑苏等四地法
院同时敲响法槌，分别对龚品文等人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等
5 件案件开展集中宣判。随后，苏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
社会通报全市法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开展情况。

据介绍，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苏州全
市各级各部门自觉把扫黑除恶工作作为
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法院立足审判
职能，对扫黑除恶案件坚持打准、打深、
打透，同时打早打小、除恶务尽。

苏州市两级法院将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今年2月，
全市两级法院全部成立由“一把手”担任
组长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及办

公室，要求法院各部门树立全局意识，找
准参与扫黑除恶斗争的切入点。要求立
审执各业务部门注重线索摸排，在案件
审理、执行、涉诉信访等环节排查案件背
后涉黑恶势力线索。特别是在民间借贷
案件中，重点关注涉套路贷和暴力讨债
线索；在房地产纠纷中，重点关注涉恶意
竞标和煽动闹事线索；在合同纠纷案件
中，重点关注涉强买强卖、欺行霸市线

索；在网络侵权案件中，重点关注涉网
络水军、网上侮辱恐吓线索；在行政案
件中，重点关注涉非法占地、暴力拆迁
线索；在执行案件中，重点关注涉组织
聚众暴力抗法线索等，合力推动专项
斗争打出声势，不断取得成果，不断增
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部分全国、省、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
员参加了此次集中宣判和新闻发布活动。

【福建三明市中院】

出台规定优化司法拍卖流程

本报讯 10月23日，河南省沁阳市
柏香镇的周某在沁阳市人民法院领到了2
万元执行款。周某申请执行的案件从立
案到执结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得
益于该院推行的诉前财产保全措施。

为最大限度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防止债务人转移财产，今年5月，沁
阳法院在立案阶段推行诉前财产保全

措施。立案前，通过专人释明引导、引
入保险担保等方式，积极动员当事人申
请诉前保全。同时，积极与银行、土地、
房产、工商、税务等 10 多个部门单位联
动，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保全措
施。5 个月来，该院共受理诉前保全案
件 322 件，其中因采取保全措施后当事
人自动履行的达到40件。 （张建忠）

本报讯 日前，福建省三明市中
级人民法院出台 《关于优化司法拍卖
流程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加强司
法拍卖工作。

规定新增网络询价、政府部门定向询
价、当事人议价三种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
的方式，细化询价规则，提高财产处置效
率；规定四种确定参考价方式的顺序和适
用条件，即依次为网络询价、政府部门定

向询价、当事人议价、委托评估；增加网拍
公告的发布渠道，运用微信公众号、报纸、
网站等方式发布拍卖公告，扩大知悉面。

据介绍，近年来，三明市两级法院
多措并举推进司法网拍工作，严格操作
流程，优化服务，探索引入第三方合作
机构开展对接评估机构、钥匙保管、勘
验看样等事务性工作，进一步提高执行
效率。 （肖 俊 罗志强）

【河南沁阳市法院】

诉前财产保全提高执行效率

代表委员走进重庆垫江法院看执行
本报讯 近日，重庆市垫江县人

民法院召开“基本解决执行难”新闻发
布会。6 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应邀
来到垫江法院参加新闻发布会，就近
年来垫江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
谈看法、谈感想。

发布会上，垫江法院有关人员介绍
了2016年以来该院“基本解决执行难”
工作进展情况，通报了2017年至2018年
垫江法院三例强制执行典型案例，并就

“执行难与执行不能的概念区别”“执行

工作中运用的信息技术”“执行工作中如
何保护弱势群体”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
问。

今年是“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决胜之
年，垫江法院全力攻坚克难，在县委、县
政府坚强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
下，加大执行力度，努力破解执行难题，

创新执行工作模式，大力提升执行效果，
“基本解决执行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2016年以来，垫江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
8936件，执结7792件，结案率达87.19%，兑
现标的额6.48亿元，网络查控被执行人财
产信息2万余条，限制高消费3593人次，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4094人次、法人组织

286个，依法采取拘留措施238人，以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刑事责任1案1人，
当事人提起刑事自诉1案1人。

听完基本情况汇报后，代表、委员们表
示，垫江法院广大执行干警为推进执行难
工作的解决，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创造了很
多经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他们都有目共
睹，也深感欣慰。特别是今天在现场，看到
垫江法院自行研发的执行公开APP即将上
线，将执行过程公开化、透明化，近距离感
知科技手段助力执行。 （邹 沁）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案例选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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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部

署，建立了京津冀三省（市）六地跨区域执行联动协作机
制，实现京津冀毗邻区域优势资源共享、化解跨区域执行
难问题。2015年至2017年，该院涉京津冀跨区域执行案
件结案数由364件增长至580余件，结案率由73%增长至
87%，执行标的到位率由67%增长至85%。

一、率先行动，因地制宜开创省际执行联动
协作格局

在三省(市)协同发展不断深化，毗邻区域地理位置邻
近、人员流动频繁、经济关系密切，执行案件人、财、物等因
素跨区域分布情况普遍的背景下，该院依托平谷区京津冀
三地交界枢纽地带的地缘优势，联动天津市蓟州区、河北
省三河市、河北省兴隆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签订了

《执行工作联动协作实施细则》，率先开展省际执行联动协
作，后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玉田县人民法院分别于
2017年4月、10月加入，形成了京津冀三省（市）六地法院
执行联动协作格局。围绕破解跨区域“执行难”问题，以信
息化、同城化、一体化为抓手，聚焦信息碎片化、地方保护
主义、各地司法协作力度不足、财产查控覆盖率有限等问
题，在北京市率先开展执行人员、硬件设施、警力保障、指
挥平台四位一体的跨省执行联动协作实践探索。

二、精准发力，多举措攻克省际异地执行难题

一是信息化传输、联合查控，解决了异地财产查控难
问题。借力事项委托平台线上收发协助调查、控制财产
手续，受托法院收到相关材料后，及时启动财产查控并反
馈执行结果，大大提高了异地财产查控效率。

二是同城化布控、联合惩戒，解决了异地被执行人打
击难问题。针对找人难、拘留难，建立同城化“老赖”联合
布控平台，被执行人居住地法院协作查找、布控，发现被
执行人线索立即控制并及时移送；针对部分被执行人以
异地生产经营躲避失信惩戒问题建立“异地失信惩戒+”
惩戒平台，通过联合被执行人居住地法院在活动区域张
贴公告、利用地方媒体曝光等手段进一步挤压“老赖”逃
避空间；针对党员干部身份特殊、失信打击社会影响大问
题，建立了“异地监察+”打击平台，在涉党员干部跨区域
案件执行中推广与监察委协作成熟经验，报被执行人居
住地法院将其移送本地监察委联合打击，保证了法律效
果与社会效果。

三是一体化协作、四位一体，缓解了异地执行难问
题。路途遥远、当地情况复杂、各法院间沟通联络不畅，
给异地执行带来巨大困难。坚持系统化设计理念，以跨
区域执行案件为中心建立一体化的联合执行平台，成立
由案件相关各地法院组成的办案小组，执行人员、硬件设
施、警力保障、指挥中心四位一体开展联动协作，当地法
院对需要执行的案件进行前期摸排，对被执行人住所地
进行前期查找，案件执行时由当地法院派员进行现场协助，各院共同参与执行，
保障了异地执行效果，优化了司法资源配置。

三、身体力行，“一托两靠”保障省际执行联动协作长效运行

一是依托联动协作e平台。借助单兵设备、便携式打印机、智汇云移动办公
平台等软硬件设施，自研授权签章工具，实现两级指挥中心、多处执行现场实时
互动、指挥中心远程授权执行现场实地签发法律文书、异地远程视频会商，远程
下发指令200余条，签发法律文书320余份，开展远程视频会商10余次，为机制
提供信息化载体保障，促进了机制信息化、一体化发展。

二是依靠联席会议、全面交流机制。各地法院轮流主办年度联席会议，形成
了各院对执行案件人财物异地分布状况及地理位置调研分析、形成联动协作年
度计划机制，每季度召开一次论坛会议机制，和一年开展一次立审执业务交流、
三年开展一次人才交换培养的全业务司法交流机制，推动异地立案同城化、裁判
尺度统一化、失信打击一体化发展。

三是依靠协作协议。将沟通协作需求、协作内容、协作方式方法以协作备忘
录、协作协议、联动细则等文件形式逐步落实，目前联动协作协议已迭代至3.0
版，实施细则经多次深化基本实现跨区域执行工作全覆盖，保证了联动协作机制
与时俱进、稳步发展。

申请执行人辛苦攒下的16万元积蓄全部借给别人，却因对
方经营不善无法还钱，只有300亩水稻可以抵债，收割时却遭
到案外人阻挠，无奈之下申请执行人向辽宁省辽阳县人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正值北方秋收时节，一旦错过水稻黄金收割
期，对双方当事人都会造成较大损失。辽阳法院党组连夜开会
部署，10月20日上午，该院执行干警在田间现场指挥收割机收
割涉案水稻。

本报记者 张之库 王伟宁 本报通讯员 刘婉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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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和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同组
织的“燕赵利剑”网络直播拉开帷
幕。多家媒体共同参与，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检察官、律师等
100余人共同见证法院强制腾房
行动。

申请执行人甄某与被执行人
易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张家

口中院提级执行后，按照法定程序
依法对被执行人易某之妻常某购买
的位于张家口市万全区宣平堡乡宣
平堡村的房产及院落进行了查封和
拍卖。后张家口中院依法张贴迁出
公告，责令易某于2018年7月10日
前将房内物品自行搬出，但被执行
人易某拒不搬离。

张家口中院执行干警决定采取

强制措施。执行当天，在张家口市
万全区委政法委、区法院和区公安
局的协助下，张家口中院法警和万
全区公安特警封锁现场，拉起警戒
线，展开工作。执行法官耐心向被
执行人释明相关法律规定，动员他
们主动搬离。经过努力，被执行人
主动搬出房屋，历经 3 年的执行案
件得到了圆满执结。

图①：执行干警准备进入现场。
图②：执行前，干警对当事人释法。
图③：现场警戒。
图④：开展强制腾房。
图⑤：人大代表见证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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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省、
市、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会议精神，
今年以来，山东省东阿县人民法院迅速
行动，积极采取多项措施，深入扎实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该院结合实际制定《关于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活动的实施方案》，成立了以院长
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并根据实际情况，调
整小组成员，成立办公室、工作专班、专门
合议庭，明确责任分工，从人、财、物方面
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有力保障。

该院设立了专门的审判团队，由分
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和政治过硬、
业务过硬的法官组成。落实以审判为中
心的改革要求，强化证据意识、程序意识
和权利保障意识，严格执行“三项规程”，
发挥庭审决定性作用。

按照县委部署要求，今年5至7月，

该院对刘集镇、姜楼镇、县税务局、县
水务局就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进行
了全面督导检查。检查不打招呼，召
开座谈会听取第一责任人汇报开展专
项斗争工作情况，到其扫黑除恶办公
场所实地查阅文件资料，查看张贴公
告、宣传条幅等情况，有效推动了扫黑
除恶工作全面深入开展。

该院利用诉讼服务中心 LED 屏
滚动播放《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
力违法犯罪的通告》，动员社会力量来
参与和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选择
一些典型案件，通过公开开庭、公开宣
判、直播庭审等有效形式，广泛进行宣
传，并认真配合职能部门做好社区矫
正、跟踪帮教工作，真正起到教育改造
效果，营造扫黑除恶的良好氛围。

(王希玉 沈焕平)

东阿法院多措并举推进扫黑除恶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选取市区内群众集中、流量较大的公
园、购物广场开展了“扫黑除恶”法治宣传活动。通过讲解法律政策、填写调查问
卷、发放宣传手册、悬挂宣传条幅等形式向群众宣传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
大意义，此次活动共发放扫黑除恶宣传手册500余份，收回调查问卷100余份。图
为法官向群众宣讲扫黑除恶相关法律法规。 韩晓燕 梁晓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