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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话执行

各界动态

为进一步浓厚决战决胜执行难的舆论氛围，2018 年 12 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展“决胜
执行难”全媒体直播月活动“执行看浙”。每周一次持续 2小时的直播，执行措施丰富、画面冲击
力强、嘉宾点评金句频出，中央、省、市媒体 268 次参与直播，观看量达 5300 多万人次，而且多数
案例借助直播取得实质进展。

□ 本报记者 孟焕良 本报通讯员 宋朵云 文/图

你看到的和你看不到的
本刊特稿

宁波海事法院执行干警从舟山朱家尖海警码头出发，准备办理外轮交接。

因地制宜构建
社会诚信体系

□ 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
自治县人民法院院长 闭军疆

□ 本报记者 孟焕良 四场直播结束后的“神剧情”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无数法院人
夙兴夜寐的追求，而解决执行难又
是维护公平正义的一道天堑。案件
一旦进入到执行阶段，就意味着矛
盾纠纷已经不能依靠一纸文书来解
决，而是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来解
决。

如何让天堑变通途，人民法院
做了大量工作。自 2016 年 3 月最高
人民法院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
本解决执行难问题”，我院因地制宜
开展执行工作，圆满完成三个 90%
和一个 80%的硬指标。

紧紧依靠党委政府，构筑社会诚
信体系。解决执行难问题，看似在于
人民法院的手段措施，其实最根本在
于诚信机制的建设。当前，我国大力
提倡诚信建设，有信之人通达万里，
无信之人寸步难行。但目前的征信
系统还只对有融资需求、高消费需求
和出入境需求的群体管用，征信系统
所覆盖的范围还不够大。

我院在构建社会诚信体系中，紧
紧依靠党委政府推动大征信系统的
建设，加强与各部门的联动，执行查
控平台数据对接交管、房管、国土、工
商、银行等部门，查询、冻结、限高消
费、限行等一键操作。2016年以来，
我院通过执行查控系统查询冻结银
行账户、房产、车辆 23586人次，限高
限行共发布 284人次，“老赖”的活动
空间和范围被进一步压缩。

“纵横”曝光失信名单，形成“老
赖”无处藏身共识。“老赖”赖招花式
多样，他们最多的办法就是拖、躲、
逃，严重破坏社会诚信体系。如任
放之，会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
诚信社会建设。2016 年以来，为重
点破解当事人拖、躲、逃的难题，我
院在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
中通过户外大屏幕、官方微博、微
信、网站以及各县直单位、乡镇政
府、居委会、村委会公示栏等平台多
方位、多角度“纵横”曝光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 183 人。金秀瑶族自治县
地域大但人口少，全县总人口近 16
万，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式传播，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很快就能传遍
每家每户，曝光让失信者无处遁形，
形成巨大的执行威慑力，督促被执
行人主动履行义务。

结合瑶族公序良俗，邀请“头
人”开展执行和解。金秀百年传承
的公序良俗“石牌律”是具有典型性
和代表性的村规民约,具有“民族习
惯法”的属性,是长期以来受到瑶族
遵循的制度。对于生活在相对闭塞
地区的瑶民来说，国家成文法律比
较难理解和接受，有时候为了解决
矛盾，使瑶民更好地接受执行和解，
使用习惯法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目
前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我院通
过分析瑶族“石牌律”发展历程，结
合不同“石牌律”对当地瑶民的不同
作用、影响，积极帮助瑶村瑶寨协
调、管理和完善当地“石牌律”，执行
法官则利用新“石牌律”开展执行和
解工作。

解决执行难问题是一项系统工
程 ，不 是 一 蹴 而 就 的 事 情 。 2019
年，新起点新征程，我院将会在保证
执行办案硬性指标的基础上，花更
多的精力投入到推进社会诚信体系
建设当中。

等 四 场 直 播 完 美 收 官 ，“ 逐 梦 台
州”直播结束统计流量时，浙江高院的
头条号观看量不到 50 万，截至当晚达
368 万，创历史新高，一夜之间粉丝数
量翻番。

浙江高院制定直播月方案，并组织
实施，循“潮起钱塘—扬帆湖州—挥师
宁波—逐梦台州”思路制作片头，杭
州、温州、湖州、宁波、台州等中院和
海事法院积极参与，对省高院、宁波中
院、宁波海事法院以及江干、慈溪、瑞
安、德清、长兴、吴兴、余姚、宁海、
江北、仙居、黄岩等基层法院的 19 个
执行活动进行直播，邀请多位专家作为
嘉宾在演播室实时点评，当地公安干

警、人大代表、妇联干部、村镇干部、
公证处人员等参与或见证执行。

每场直播从准备到开播不足七天，
时间紧、任务重，浙江高院协同直播团
队连续作战，多次连夜选案、踩点、撰
写直播脚本、指导相关法院彩排，在直
播中成功应对了信号时好时坏、天气阴
雨不定、执行现场登船软梯断裂、被执
行人行踪难定等突发情况，为法院审判
执行工作直播积累了经验，探索了一条
可行路径。

直播结束，执行活动仍在继续——
12 月 6 日下午，两位来自温州的被

执行人在拘留所，经过院所合作化解，
案子全部履行完毕，提前解除拘留。

12 月 13 日下午，被电钻破门强腾
的被执行人夫妻，主动来到德清法院配
合拍卖。

12 月 20 日下午，江北法院强制搜
查直播案中，因被执行人许某拒不履行
法律义务，法院现场送达罚款 5 万元的
决定书。见此情况，许某赶紧让公司会
计取现并支付 20 万元给申请人，且承
诺余款在 3 个月内分期履行完毕。宁海
法院腾退排屋案中“消失”的被执行人
尤某拿着榔头、老虎钳出现，把自己

“作”进拘留所。
12 月 27 日下午，开路虎当街被拘

留的“老赖”陈某夫妇，案情突破。另
一边，仙居法院的案件也于五点前全部

履毕……
全程参与四场直播，浙江高院执

行局副局长裘茂金有深刻体会，在三
个方面给他印象最深：“首先，每起
案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执行人员要
有看透本质的慧眼，主动全面地去了
解案情以及被执行人的生活生产情
况；

其次，执行宣传点恰恰是执行
的难点、痛点，是对执行能力水平
的挑战，也是老百姓关注的焦点热
点；

最后，宣传和执行相得益彰，恰
当的宣传对于当事人感受、社会感观
和法院自身工作规范、执行水平的提

升都有极大帮助，同时也是接受监督
的最好形式。”

在他看来，这三点在司法实践中
都做得不够好，“主要原因在于有的
法院、有的执行人员不知道宣传的意
义何在。其实宣传对于执行工作有正
向传导和促进作用，宣传本身也是司
法公开的重要内容。”

执行宣传作为“第二战场”，对
如期打赢这场“基本解决执行难”硬
仗至关重要。当全媒体聚焦，不断壮
大克难攻坚的声势、扩大执行工作的
影响、放大诚信建设的成效，为基本
解决执行难不仅多鼓一把劲、多添一
份彩，而且出了一份巧力。

■潮起钱塘，浙江特色尽
在直播现场

12 月 6 日上午 9 时 30 分，浙江
高院常务副院长朱深远在执行指挥
中心宣布“执行看浙”全媒体直播月
活动正式启动。

本次全媒体直播月活动共有四
个主题：“潮起钱塘—扬帆湖州—挥
师宁波—逐梦台州。”首场由浙江高
院组织实施，真实全面展示了浙江
法院执行工作亮点。

浙江高院新闻发布会现场，正
在通报刑事打击拒执犯罪情况以及
典型案例。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的执行干警则在直播前已到达杭州
东站派出所警务室。早在 9 时 15
分，执行干警接到派出所来电：“火
眼系统”控制了两名被执行人。此
刻，当执行干警出现在警务室，两名
被执行人还显得有些惊愕慌乱。

正在直播的演播室里，浙江高
院执行局副局长裘茂金介绍，这是
浙江法院联合公安机关建立的执行
协作机制，由法院发起布控，公安协
助查控，只要被执行人在省内使用
身份证，基层公安机关便会及时出
警临时控制，并通知法院。全省法
院一盘棋落实执行备勤制度，及时
安排车辆迅速出警。

而直播中两个被执行人所涉案
件分别归属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和鹿城区人民法院管辖。

不仅有执行布控，浙江法院还
与拘留所建立“院所合作化解”机
制，将被执行人送拘后，拘留所民警
趁热打铁化解矛盾。这也是破解执
行难的浙江经验。

10 时 10 分，瑞安市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一起拒执案，邀请人大
代表、公安干警、检察官以及其他案
件被执行人旁听。上午 10时 23分，
慈溪市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正直
播为 60 余名工人集中发放 1100 万
元执行款。

据介绍，对于导致申请人基本
生活得不到保障的执行不能的案
件，浙江在全国首创开展“司法援助
保险”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探索出一
条运用市场化手段参与司法领域社
会治理的崭新经验。

■扬帆湖州，令人印象深
刻的不仅仅是腾房

“能不能用更具新闻元素、更有
冲击力的画面来展示浙江执行工作
的特色？”首场直播结束时，这个想
法萦绕在浙江高院直播团队每个人
心里。

12 月 6 日下午，浙江高院新闻
宣传处、执行综合处分头开会。

12 月 7 日，湖州法院带着执行
案子到高院，直播团队用专业眼光
重新选择适合直播的案件。

12 月 8 日，大雪纷飞，工作的微
信群里，大家讨论确定将每个案子
的背景情况通过 VCR 呈现到直播

中去，用画面讲述每次腾房背后和现场
的故事。

12 月 9 日，冰天雪地，直播团队奔赴
湖州现场踩点。

12 月 13 日上午 9 时 30 分，“执行看
浙”活动第二场“扬帆湖州”如约而至。
凛冬已至，寒意袭人，长兴县人民法院大
院内警灯闪烁，100 余名法院执行人员、
公安干警集结待命，个个精神抖擞。“所
有参与行动的人员请注意，现在出发！”
随着代院长潘轶华一声令下，直播播出
航拍的镜头：干警们迅速出动，按既定路
线奔赴执行地点。

如此“大动干戈”，必是不同寻常的
腾房。VCR 回顾了案情，执行标的额达
1.3亿元，将要强制腾退的是被执行人志
超公司的抵押财产：厂房及沿街商铺。
2014 年，志超公司将厂房及商铺整体出
租给华欣公司，华欣公司又陆续转租给
3家公司、4个个人。

“该案涉及主体多、法律关系多，情
况十分复杂。所以整个腾退行动，由湖
州中院、长兴法院协同执行。”演播室里，
湖州中院副院长王怡介绍，协同执行的
重要性在大型腾房活动中尤为突出。

9 时 40 分，直播连线德清县人民法
院一起民房腾退现场。“您拨打的用户已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请督促其尽
快履行法律义务……”敲门一直无人应
答，这段为被执行人量身定制的“失信
彩铃”引起网友关注。继而开锁匠也成
了直播主角：遇到了怎么也打不开的高
级锁芯，只能采取强制破门处理。

当开锁匠拿来电钻破门，火花四溅，
将一起小小借贷纠纷的执行难表现得淋
漓尽致：被执行人始终不履行，听说要拍
卖房子又擅自将锁芯换掉。但是主持人
胡桦说得好：“再强大的锁也经不住人民
法院强大的执行攻势。”锁开了，房屋成

功腾退。
扬帆湖州，展现的不只是腾房，还有

执行绿色通道里传递的司法温情。年关
将近，德清法院另一个执行现场洋溢着
欢声笑语。当 55 万元执行款发放到 34
名工友手中时，全体起立鼓掌。吴兴区
人民法院的腾退厂房也区别处理：配合
执行的，在签订限期腾房承诺书、缴纳保
证金后可以暂缓；不配合的，直接强制腾
退。

王怡介绍，像签订腾房承诺书和缴
纳保证金的做法，能够最大限度维系其
生产经营，这也是执行程序中保障民营
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一项措施。

■挥师宁波，直击一线执行的
科技、智慧和专业

“不要受限于专题理念，更大范围选
案！”“不要受限于地方法院，更大范围选
案！”两场直播结束，团队对直播案件有
了更多共识：被执行人、被执行标的、执
行方式的特殊性，有没有触动社会情绪
的点？

循着这个思路，找到了被强制腾退
的排屋、强制删除的侵权热曲、强制搜查
的公司财务账目、移动微法院定位被执
行人以及堪比航空母舰的远洋货轮的交
付。案件的选定，展示了执行的科技、智
慧和专业，正好符合宁波这个“书藏古
今、港通天下”的城市调性。

“法官，人在这里！”12 月 20 日上午，
余姚市人民法院姚法官通过移动微法院
收到申请人谢某的定位信息，执行干警
立即出发前往现场，果不其然，吴某就在
该地点。

演播室里，宁波中院执行局局长吕
宇介绍，发源于余姚法院的移动微法院，
已经成为全省法院推广的执行利器。

“现在出发！”随着宁海县人民法
院院长石坚强一声令下，50 余名执行
干警整装出发。天公作美，刚才还阴
雨霏霏，此刻停息，无人机完美无缺地
拍下了这一幕。他们将要对被执行人
尤某的一座三层大排屋进行腾退。

10 时 15 分，执行干警抵达现场，
发现被执行人尤某不在家，遂强制开
锁，对各楼层进行搜查，发现保险箱。
导播室里也激动起来，密码箱在千万
网友期待中终于开启，居然没有值钱
的物品。继续搜查，玉佩、银行卡等物
品摆在床上满满六排。

强制腾房搜出来了保险箱，江北
区人民法院强制搜查隐匿公司财物账
目的现场，则查到了 500万元流水。

“500 万的流水，对他罚款！”直播
微信群里，大家纷纷支招。

“这些歌为什么还没删？”面对突
然到访的执行干警和直播镜头，宁海
一家经营了十多年的 KTV 负责人措
手不及，只能乖乖在执行干警的监督
下当即删除了所有侵权歌曲。按照直
播方案，如果 KTV 负责人不删除，执
行干警带去的技术人员也会强制删除
侵权歌曲。

茫茫大海上，堪比航母的远洋巨
轮进入网友视线……当天上午，宁波
海事法院法官赴舟山虾峙岛海域，对
依法扣押的远洋巨轮进行查验并办理
交付手续。

■逐梦台州，导播室里有您
在直播间看不到的紧张气氛

“有视觉的享受，有专业的展示，
也有心情的起伏。”第三场直播结束，
直播团队觉得有些细节未能直播稍感
遗憾，“下一场，每个执行现场都要有

经验丰富、能灵活应变的记者出
镜！”

“发现目标车辆！”12 月 27 日
上午 9 时 38 分，一辆路虎越野车
出现在黄岩区交警大队指挥中心
实时监控的大屏幕上。黄岩区人
民法院执行干警当即出发赶往现
场。

被执行人陈某、王某夫妇长
期使用这辆豪车，明显违反限高
令。

“报告！王某未按既定线路
行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对车
辆跟踪布控！”交警同志当机立
断，截停目标车辆。穿着睡衣开
路虎的“女老赖”王某被捕，执行
干警将其拘押回法院。随后另一
组执行干警也将陈某抓获。

“要用台州人的士气战胜天
气，用台州人的硬气让被执行人
服气！”9 时 40 分，虽然气温已近
零度，但天台法院 80 名执行干警
全副武装，出发前往调查天台县
一垫业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

被执行人许某申报无财产可
供执行。当执行干警手拿 iPad,
一项项出示法院调取到的税收证
明、物业公司调查笔录、招工信息
以及工厂生产贴有垫业公司商标
的坐垫等相关证据。许某终于

“无话可说”。天台法院当场作出
拘留和罚款决定。

来自仙居县人民法院的直播
连线，乡土气息扑面而来：走过一
条条乡间小路，路过一排排土房
子，来到被执行人张某家。斑驳
的木门、支离破碎的窗玻璃、一口
土灶头、仅有的几把竹椅子……
几乎家徒四壁。这是一起因交通
事故引起的标的额为 6.8 万元的
执行案。

“可怜人对可怜人的执行，怎
么办？”演播室里，主持人发问，台
州中院院长王中毅介绍：“这种执
行不能案件，是法院最难办理的
案件之一，首先被执行人要尽自
己最大能力偿还，然后进行司法
救助。”

当这温馨的一幕上演时，导
播室里正在为宁波海事法院执行
干警能否成功登上载有价值 600
万美元“宝藏”的远洋货轮而紧
张。直播前两天，该院副院长邬
先江还在台州协调各方，“希望借
此次直播，顺利执结这起不同寻
常的涉外超难案。”

当天上午 10时 59分，玉环大
麦屿锚地“东方晟龙”轮上，执行
干警正冒着风浪和严寒，艰难地
爬上十几米高的绳梯强行登船。
因软梯绳子两次断裂，直播演播
室和导播室气氛极度紧张，直呼

“有没有人员伤亡？”
紧急更换软梯，万幸有惊无

险。为防止恶狗袭人，登船人员
还买了两个肉包子以防万一。上
船后顺利找到“宝藏”石榴石。
在“哇”声一片中，直播完美收
官！

春节期间铁路公安机关查获在逃人
员645人 查缴危险品29万余起

春节期间，全国铁路公安机关合理调
整警力，加强站区巡查，严格安检查危，持
续开展打击倒票“猎鹰-2019”战役和打击

“盗抢骗”专项行动，共查获网上在逃人员
645 人，破获倒票案件 98 起，抓获倒票人
员100人，维护了良好的治安环境。

各地铁路公安机关密切与地方公安
机关和铁路部门的联系，联合对站区和铁

路行车调度场所进行巡查，加强对重点
嫌疑人员的盘查，及时净化治安秩序，
排除安全隐患。北京铁路公安处组织
民警对各车站进出站通道进行严格管
理。哈尔滨、徐州、蚌埠等铁路公安处
会同地方公安机关驻站民警和武警，实
行联合交班制度，保证信息渠道畅通。
太原铁路公安处组成 6个督导小组，深
入管内车站和值乘的列车上认真检查
民警的工作状态和治安状况，及时督促
整改。2 月 5 日，在南昌开往景德镇的
K8730次列车上，犯罪嫌疑人丁某从一
旅客上衣外侧口袋内偷走一部手机，被
铁路公安民警当场抓获。2 月 7 日，贵

阳铁路公安处玉屏站派出所民警在进
站口巡查时，将贵州省黎平县公安局上
网通缉的在逃人员曾某查获。

各地铁路警方还发挥职能作用，
联合车站客运部门落实安检查危制
度，共查获各类危险物品 291586起，查
缴烟花爆竹 61470 余响、化工品 10169
千余克，汽油、煤油 139 升，管制刀具
1970余把等一大批易燃易爆危险品。

各地铁路民警还立足岗位，积极
为旅客群众排忧解难。2 月 9 日，包头
铁路公安处包头站派出所民警在候车
室捡到一个装有 5 万元现金的背包，
及时想方设法归还给失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