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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执行实效带给老区人民获得感
——山东蒙阴法院攻坚执行难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郑红军 本报通讯员 李长富

位于沂蒙革命老区的山东省蒙阴
县人民法院，在“基本解决执行难”工
作中，始终把老区人民的所想所盼挂
在心头，聚焦民生福祉，倾情尽力办
案，用实实在在的执行成效回报老区
人民。截至 11 月 19 日，共执结案件
2077件，执行标的额3.19亿元，其中涉
民生类案件实际执结率达到86.6%，执
行到位 6025 万元。自今年 4 月份以
来，该院执行综合质效考核一直位居
全省第一。执行工作得到了全县广大
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普遍赞誉。

内挖外借 凝聚强大合力

蒙阴法院在仅有 39 名员额法官
的情况下，资源向执行一线倾斜。为
执行局配备了 7 个执行团队，调整了
执行人员，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了20名
书记员和10名法警充实执行局，优先
保证执行力量到位。专门制定了院
长、分管副院长和执行局长办理执行
案件的规定，使每一次集中行动都有
领导带队。今年以来，该院院长潘秀
峰已带队执结案件81件，执行局长执
结 445 件，带出了一支特别能战斗的
执行队伍。

该院紧紧依靠党委政府的领导支
持，形成全县“大执行”格局。县四套
班子先后委托法院，对1080名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320 名党代表，16 名检

察院转隶干部，270名拟任干部，3260名
村两委换届候选人进行了诚信审查。近
期又对81名拟任干部、276名党员发展
对象、18名评先树优单位和个人进行了
诚信审查，为法院执行工作创造了良好
环境和氛围。县委组织部、县纪委监委
联合成立工作组，对党员干部涉执案件
进行集中清理。对支持、配合法院执行
工作不力的7个单位和部门，对不履行
生效裁判的11名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进
行了约谈和执纪问责，33件涉党政机关
案件全部顺利清理完毕。

关注民生 促进诚信建设

“现在卖桃卖苹果的不怕要不到钱
了，有法院给咱做主，俺们尽可放心
了。”11月15日，在岱崮镇蒋家庄村，果
农蒋大叔高兴地对记者说。

蒙阴县是全国果品生产百强县，中
国蜜桃之乡。近年来，有大量果品买卖
纠纷案件进入到执行程序。蒙阴法院积
极回应果农期盼，将此类案件列为重点
进行攻坚。

岱崮镇蒋家庄村 78 户果农申请执
行拖欠桃款一案，因被执行人无力履行，
案件执行难度大。法院经查，发现被执
行人还有一笔可观的债权未收回，法官
便通过找到被执行人的债务人耐心做工
作，由其向果农先予支付了56万元的拖
欠款，其他剩余部分用化肥等农资抵顶，

案件得以圆满解决。据了解，今年以来
该院共执结涉果品类案件 308 件，416
万元拖欠款得到清理兑现。该院还率先
在全省实行果品经纪人诚信审查，全县
有 1100 名经纪人经诚信审查后准予果
品经营，促进了诚信社会建设。

“涉及群众生计的案件，不管有多少
困难也要想法执结，绝不轻言放弃！”红
日村是当年孟良崮战役的主战场所在
地。该村房某伟在6岁那年被村里的变
压器电伤，落下终身残疾。房某伟一家
追要赔偿无果后，将有关单位诉至法院。

经审理判决，由村委会赔偿房某伟
各项损失14.23万元。案件进入执行程
序后，执行法官一次次到镇政府、村委会
等单位做协调工作，积极争取各方的支
持配合。同时，法院组织干警为房某伟
捐款1万余元，还联系医院为其安装了
义肢。这不仅感动了房某伟一家，也打
动了有关单位。村委会想方设法筹措了
一部分资金，镇政府也拿出了3万元，法
院又从执行救助基金中垫付了4万元，
一起多年的积案画上了圆满句号。

服务大局 力求执行效益

在执行工作中，蒙阴法院全体执行
人员主动作为，积极延伸职能，力求执
行工作社会效益的最大化。针对在执
行果品买卖纠纷案件中发现的问题，该
院执行局会同研究室等部门，通过深入

基层调研，向县委县政府提出了《关
于加强全县果业管理，规范整顿果品
生产交易秩序》的司法建议，促进了
全县果品买卖秩序的治理整顿，减少
了纠纷案件的发生，被党委政府和广
大果农誉为“一条司法建议，全县果
农受益”。

蒙阴县某染纱有限公司是一家民
营企业，在扩大生产的过程中，陆续从
社会上吸收了大量资金，涉及集资户
500余户。后来，该公司负责人及相关
人员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判刑，公
司生产经营由此下滑面临倒闭，导致
集资户发生挤兑现象。而此时染纱公
司既无资金可兑又无法向集资户作出
合理解释，引起集资户强烈不满，多次
到县、市有关部门上访。案件进入执
行程序后，执行人员着眼社会稳定和
企业的生存发展，深入企业和集资户
中间，耐心细致做思想引导和情绪安
抚工作。与此同时，执行人员拓宽思
路，结合县里的片区改造，提出了以土
地开发来兑付集资款的思路。这样既
盘活了染纱公司的资产，又有了收益
来兑付集资款，还使企业得以生存发
展，可谓一举三得。此方案得到了县
里高度重视，经过调研论证和广泛征
求意见建议，方案得到认可并付诸实
施，案件得以圆满解决，达到了群众、
企业、政府三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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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的
执行案款发放窗口旁，几名工人拿着
刚到手的执行案款，脸上乐开了花。

这些工人是怀柔法院审结的6
起劳务合同纠纷案件的当事人。6
名原告在诉状中称，他们受被告某
公司雇佣为被告另一家公司提供安
装劳务工作，完工后，二被告均未向
他们支付劳务费，他们讨要多月未
果，无奈之下只能起诉到法院，寻求
司法帮助。

考虑到时近年末，工人们返乡
在即，为充分发挥速裁法官作用，依

法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该院速
裁庭法官张秋艳在收到这6名当事人
递交的起诉材料后便着手开展调解工
作。经过一番电话沟通情况后，11月
8日，张秋艳组织原、被告至怀柔区诉
调对接中心进行调解，经过一系列的
耐心沟通、释法、劝诫工作，工人们激
动的情绪逐渐平复了下来，二被告公
司也表示同意给付拖欠的劳务费。

7 天后，被告公司将给付款汇入
怀柔法院执行账户。6名工人与被告
公司来到怀柔法院办理领取案款手
续。于是，就有了开头这一幕。

图①：法官在调解室向当
事人释明领取案款流程。

图②：当事人高兴之情溢
于言表。

图③：拿到工资的农民工
对法官竖起了大拇指。

图④：当事人向法官赠送
锦旗。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为攻克“被执行人难找、财产难
寻”的执行难题，降低执行风险和申
请人的经济成本，近日，江苏省淮安
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与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市分公司共同
推出了“执行无忧”悬赏保险项目。
群众举报“老赖”可以获得一定的经
济报酬，调动了全社会举报“老赖”
的热情，形成全民参与治理执行难工
作的新格局。

发布悬赏公告 “老赖”主动现身

看到自己的个人信息在闹市区的
大屏幕上被曝光，这是一种什么滋味？

“太可怕了，我前几日经过市区，
无意中一抬头看到眼前的大屏上有法
院发布的关于我的悬赏公告。谁提供
我的行踪线索，就可以拿到 2000 元。
我顿时感觉自己在这个城市仿佛没有

了立足之地。”近日，被执行人窦某打
通清江浦区法院执行法官的电话，“我
明天就来法院。”

11月3日，被执行人窦某的执行悬
赏公告被法院在闹市区大屏曝光。在大
屏曝光后不到一周，窦某就主动联系法
院，称已经与申请人刘某达成和解协
议，将尽快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经
申请人同意，法院依法将其悬赏公告予
以撤销。

刘某对窦某的现身还有点意外：
“我多次去他家都毫无收获。没想到看
到悬赏公告后他就主动出现，这是一款
花小钱办大事的保险！”

设立服务窗口“法院+保险”形成

“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暂时无法
找到被执行人，您可以详细了解‘执行
无忧’悬赏保险……”11 月 15 日上

午，清江浦区法院执行干警龚德在与一
位当事人谈话时说道。

申请人在面对被执行人下落不明
或无法查询到其财产等情况时，可向
法院书面申请发布执行悬赏，向社会
征集被执行人财产或行踪下落线索，
通过投保“执行无忧”悬赏保险，申
请人只需承担悬赏金额 10%的保费，
在举报人帮助法院实际控制被执行人
或其财产后，保险公司将直接根据法
院出具的悬赏结果通知书对举报人进
行全额奖励。

通过执行干警不断加大宣传力
度，保险公司在执行事务中心设立执
行悬赏保险窗口，保险工作人员常驻
法院接受业务咨询和办理，清江浦区
保险服务衔接司法实务的执行新模式
得以建立，“法院+保险”跨界合作有
效推进。

调动社会力量 全方位“查人找物”

“一开始我还挺纳闷，到法院来申
请执行和这种商业保险有什么关系。但
是后来听执行法官解释后，我觉得这是
花小钱找线索，为了能追回自己的执行
款，值！” 申请人马某这样说，并当场
签订购买合同。

申请人在购买悬赏保险后，可向法
院提出悬赏申请，由法院通过多种媒体
平台向社会发布悬赏公告，广泛查找财
产线索或被执行人下落。

执行悬赏保险将在全社会编织一张
寻找、追踪、查控被执行人及其财产的

“天罗地网”，群众举报“老赖”可以获得
合法正常的经济报酬，人人成为“赏金猎
人”，从而充分调动群众举报“老赖”的热
情，形成全民参与治理执行难工作大格
局，增强执行工作的强度和广度，严厉打
击拒执行为。

“法院在基本解决执行难过程中，
引入第三方力量，辅以保险利器，这
一新举措，既有利于申请人合法权益
尽快实现，减轻申请人的经济负担，
还能有效提高法院执行案件的实际执
结率。”清江浦区法院副院长任玉虹表
示。

“赏金猎人”助力查人找物
——淮安清江浦区法院与保险公司共同推出“执行无忧”悬赏保险项目

本报记者 朱 旻 本报通讯员 赵德刚 王淑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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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司法体制改革

一段时间内，由于过分追求破案
“效率”，又产生了一些冤假错案。

魏清安案，1984 年执行死刑，
同年真凶落网，1987年平反；

杜培武案，1999 年被判死缓，
2000 年真凶另案逮捕，2000 年无罪
释放；

李化伟案，1990 年被判死缓，
2000年真凶被捕，2002年无罪释放；

孙万刚案，1998 年被判死缓，
2002 年真凶另案落网，2004 年无罪
释放；

佘祥林案，1998 年被判十五年
有期徒刑，2005 年“亡者归来”，
2005年无罪释放；

赵作海案，2002 年被判死缓，
2010“被害人”现身，2010 年无罪
释放；

……
为从制度上切实纠正和防范冤假

错案，司法体制改革走上了历史的舞
台。

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报告中提出
了“司法改革”目标，十六大报告明
确为“司法体制改革”，“依法治国”
基本方略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条款被写入宪法。

“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与
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疑罪从
无”原则在 1996 年修改后的刑事诉
讼法中确立，如第一百六十二条规
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
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
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在审判阶
段，人民法院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
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
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2007 年死刑复核权正式收归最
高人民法院，确定“少杀慎杀”的基本
原则，死刑案件二审应当开庭，要求法
官复核时讯问被告人，奉行更严格的
证据标准，在死刑案件中建立非法证
据排除制度……种种措施大力推行，
筑起了预防冤假错案的坚实堤坝。

以审判为中心铸造防范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纠正冤假错案给予
了特殊关注，一系列重大刑事冤假错
案得到再审改判。

在 2014 年闭幕的全国两会上，
“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被写入最高

法工作报告，成为受到社会各界称赞
的亮点。实际上，从 2014 年到 2018
年，每一年两会，最高人民法院都会
在工作报告中向人大通报人民法院在
纠正和防范冤假错案上作出的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
“不要说有了冤假错案，我们现在纠错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伤害和冲击，而要
看到我们已经给人家带来了什么样的
伤害和影响，对我们整个的执法公信
力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和影响。我们做
纠错的工作，就是亡羊补牢的工作。”

“冤假错案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
极大伤害，要健全完善预防和纠正错
案机制，吸取错案教训，完善案件质
量监控体系，尽最大努力保证公正裁
判。”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强调。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陆续发布
《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
作机制的意见》等司法文件，从司法
理念、证明标准、诉讼程序、职责把
关等多个方面确立了防范刑事冤假错
案的工作机制。

2016 年 6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召开十八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
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以审判为中心
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全面启动。

近年来，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
司法体制改革在法院系统全面铺开，
员额制改革成功落地，“让审理者裁
判、由裁判者负责”正逐步成为现实。

在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中，聂树
斌案让疑罪从无、证据裁判、以审判
为中心等现代司法理念，成为推动中
国法治建设前行的共识。

除了纠正重大刑事冤假错案，人
民法院还加快了纠正涉产权冤错案
件。张文中宣告无罪案，重审顾雏军
案，李美兰与陈家荣、许荣华案三起重
大涉产权案件，先后改判或启动再审。
只有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平等保护各
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才能增强人民
群众财产财富安全感，增强社会信心。

一组数据令人振奋——党的十八
大以来的五年里，人民法院以对法律
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
度，对错案发现一起、纠正一起，再
审改判刑事案件 6747 件，其中依法
纠正重大冤错案件39件78人，并依
法予以国家赔偿；对 2943 名公诉案
件被告人和 1931 名自诉案件被告人
依法宣告无罪，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
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

司法体制改革的清风吹散了蒙冤
者头顶的阴霾，让每一次审判拥有正
义，让百姓对司法公正更有信心。

⇨⇨上接第一版 精准救助了一批特
别困难急需救助的涉案群众，取得了
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主动救助 解执行不能之困

“陈院长，感谢你每年都来看我
们，我们很感动！”这是近日发生在
江永县上江迂镇锦江村的一幕。村民
邓定珠握着前来回访的江永县人民法
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陈祁陵的手很
是感动。14 年来，陈祁陵和邓定珠
等“9·17”特大交通事故案中受害
者及家属结下深厚情谊。

事情起因于 2004 年 9 月 17 日，
在锦江村发生了一起特大交通事故，
造成3死7伤，祸及10个家庭，其中
4户深陷困境。肇事司机虽然受到刑
事追究，但巨额赔偿款因被执行人服
刑且无履行能力而无法执行到位。

江永县法院为伤者和死者家属筹
措了医疗费、丧葬费、赔偿金等 20
余万元，并为邓华全等争取了低保、
医保待遇。2015 年，江永法院正式
设立了司法救助基金，优先将邓华全
等 6 名受害人纳入救助范围。2017
年，江永县法院向有关部门协调、争
取，联合县慈善总会帮扶基金、县信
访局救助基金及其他政法部门，一次
性筹集10多万元，发放给受害人。

据悉，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建立
了专项执行司法救助资金，每年拨付
20万元用于救助符合条件的困难申请
人。同时，永州全市所有县区党委、政
府均将解决2万元以下小标的民生执
行案件作为自身职责，出台支持意见，
今年共拨付专项执行救助资金700多
万元，化解小标的执行案件915件。

2018 年，全省法院司法救助执
行案件困难当事人 2918 人，司法救
助金额5560.98万元。“今后，湖南各
级法院将进一步发挥司法救助资金对
化解执行不能案件的积极作用，彰显
民生关怀，维护司法权威和公信
力。”湖南高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
长郭正怀对记者说。

规范救助 推行诉讼化改造

围绕诉讼化改革目标，2017年3
月 10 日，湖南高院下发了 《关于办
理国家司法救助案件有关事项的通
知》，对行使司法救助的职能部门、
给予司法救助的范围、不予司法救助
的情形以及申请司法救助的条件、案
件办理程序和期限等作出了明确规

定。
2011 年 7 月 22 日，石某某父亲

石帮安与同村村民石敦万发生扭打，
正处精神病发作期的石敦万用石头将
石帮安击打致死。石某某向花垣县人
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院判决石墩
万等赔偿 16 万余元。判决生效后，
法院强制划拨了石墩万的征地补偿款
2.7万元，石某某以家庭贫困为由向
法院申请司法救助。

湖南高院司法救助委员会受理这
一司法救助案后，严格按照司法救助
的程序规定，调取了相关证据。经审
查，该案所涉民事纠纷发生在 2011
年，当时石某某已成年，其父亲石帮
安没有抚养帮助石某某的义务，故石
帮安的死亡，不是导致石某某贫困的
原因。另外，在花垣县政法委的协调
下，当地政府已多次筹措资金，给予
石某某救助。故石某某的申请不符合
应当救助的情形，湖南高院救助委员
会经过讨论，根据 《意见》 相关规
定，决定对石某某不予救助。

“诉讼化改造后，改变了以往将
息诉息访作为国家司法救助全部功
能，将信访作为国家司法救助前置条
件的做法。而是将司法救助制度纳入
法治化轨道，对符合立案条件的及时
立案和移送审查，不符合立案条件
的，告知补正材料后再立案。真正为
涉诉涉法、生活面临急迫困难的群众
解决燃眉之急，提升困难群众的获得
感，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维护
社会稳定。”湖南高院赔偿委员会副
主任王小纯说。

自湖南法院启动司法救助诉讼化
改造以来，加强与省委政法委、财
政、民政、司法部门的沟通协调。将
省级司法救助资金列入财政预算专项
工作经费，地方的由省政法委分配到
下级政法委。坚持上下联动，对基层
法院救助资金一时难以落实的案件，
逐级上报中院或省高院，进行联合救
助。探索创建国家司法救助制度与社
会救助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的衔接机
制，形成对困难群众生存照顾的合
力。

“全省各级法院将进一步加强联
动，全面推进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深
化改革，促进救助案件司法化、提升
救助案件质效。加强救助资金管控，
增加司法救助工作的透明度。进一步
拓宽司法救济渠道，让有限的司法救
助金发挥最大的效应，切实帮助困难
当事人。”湖南高院副院长杨翔对记
者说。

汇聚温暖人心的法治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