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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勇十分感谢代表委员们能抽出时间参加
座谈会，并给法院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
议。“非常感谢代表委员们一直以来对法院工作的
关心、理解和支持，以及对法院工作给予的肯定和
鼓励。”张立勇说，对于代表委员们提出的具体问
题，将认真研究，及时答复。结合代表委员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张立勇对做好法院工作提出了三点
要求：

一是法院要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的生力军，要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不动
摇。全省法院开展的涉军维权工作、为农民工讨
薪、抓好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要案的
审理工作，都是在用实际行动践行为大局服务、为
人民司法，要继续保持下去。二是要坚持夺取基
本解决执行难压倒性胜利的决心不动摇，从代表
委员反映的情况来看，济源两级法院在基本解决
执行难上，采取了很多得力措施，力度空前，打出
了形象，打出了威信，提升了司法公信力，受到人

民群众的广泛认可，社会效果非常好。今后，一定
要发扬成绩，巩固战果，坚持打击“老赖”、打击拒
执犯罪的力度不减。三是坚持上级法院对下级
法院的监督指导不放松，通过推进司法改革，进
一步加大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指导力度，
同时，法院的各项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在人
大的有效监督下进行，确保将审判权牢牢掌握在
党和人民手中，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立
场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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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中级法院党组将执行工作作为整
改工作“一号工程”，坚持“要人给人，要物给
物”，全力保障执行攻坚。该院持续增配执
行人员；强化执行工作统一领导，对于重大
执行活动，由济源中级法院统一调度，两级
法院院长现场指挥；坚持“以打开路、以打促
执”的工作思路，采取直接指导、挂牌督办等
方式，长效开展错时执行、凌晨执行、夜间执
行等各类专项行动。

济源市法院院长韩轩开庭审理了该院
第一例拒执犯罪案件并当庭宣判。执行干警
开启“5+2”“白加黑”战斗模式，先后发布失
信被执行人信息2045人，邀请20余名媒体记
者参与执行活动，社会反响强烈，全城抓“老
赖”成为市民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济源两
级法院的执行工作同心、同向、同步，形成了
执行力量1+1大于2的可喜局面。

经过不懈努力，济源执行案件成效显著
提升，执行工作取得重大突破。截至9月30

日 ，济 源 市 法 院 执 行 案 件 实 际 执 结 率
51.05%，比 1 至 7 月份提高 44.95 个百分点；
创建无执行积案清理范围内案件结案 4951
件，结案率 95.37%，执行完毕结案 2025 件，
实际执结率 40.90%，省法院督办的 20 件信
访案件的化解率为 100%，达到了省法院关
于基层法院创建无执行积案先进法院标
准。9月份，济源市法院打击拒执工作从全
省 168 个基层法院排名倒数第一上升到正
数第 18 位。执行宣传效果突出，截至 9 月
30 日，济源市法院共发表宣传稿件 181 篇，
其中在省级以上媒体发表 20 余篇，法院官
方微信、网站网民浏览量 11675 人次，点赞
2410人。

济源市委书记张战伟对济源两级法院
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先后3次对法院工作
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济源两级法院上下齐心
联手抓“老赖”，是济源大地上的一股清风正
气。

省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立勇到济源市走访并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

12月4日，省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立勇到济源市走访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并进行座谈，向他们通报五年来法院的工作，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省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王树茂，济源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军星，济源中级
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侯保宗等陪同走访并参加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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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愚公精神 立足本职 服务大局

●●省人大代表李玉田：

从一系列数字可以看出，全省法院工作取得
了很大成绩，而且每年都有新举措。在省法院
的带领下，全省法院立足本职，服务社会稳定，
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把各项工作推向了一个
新高度。

●●省人大代表李秀兰：

五年来，全省法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多项工作都处在全国前列，这与全
省法院上下一心、求真务实、公正司法的精神分不
开。建议法院加大普法力度，让更多人知法、懂法、
用法；加大执行工作力度，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省人大代表卢一明：

全省法院亲民、便民，经常开展巡回审判，是我
们学习的榜样。

12 月 4 日，张立勇首先来到济
源市万洋冶炼（集团）有限公司，走
访看望省人大代表、该公司董事长、
思礼镇思礼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卢一
明。卢一明详细向张立勇介绍了公
司的简况、规模和发展情况。张立
勇对卢一明注重抓党建促工作的做
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随后，张立勇来到河南金利金
铅集团有限公司，走访看望省政协
委员、该公司副总经理李冬霞。李
冬霞向张立勇介绍了公司的基本情
况，并陪同张立勇一行实地考察了
该公司的厂区和制造车间。

当天下午，张立勇与省人大代
表李玉田、李秀兰、卢一明、冯玉娟、
邱英平，省政协委员李冬霞、杨明和
济源市人大代表段建军、黄燕军进
行了交流和座谈。济源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王伟主持座谈会。

座谈会上，代表委员认真听取
了王树茂对 2013 年以来全省法院
工作情况的通报，并畅谈了对全省
法院各项工作的感受和体会。代表
委员在发言中，对全省法院五年来
的各项工作，特别是省法院、济源法
院的工作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
度评价，并对进一步做好法院工作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亮点

代表委员发言

●●情注乡村振兴 服务经济发展

夜幕降临，寒气弥漫。地处王屋山区
的邵原镇神沟村的山梁上，一小队行人在
艰难下行。原来，这是济源中级法院院长
侯保宗正带领办案人员从案件勘查现场返
回。

这是一起涉及神沟村旅游开发、新农村
建设和吸引外商投资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
案。该案中的山泉水开发项目位于该市著
名的神沟红叶景区，且与该景区整体开发项
目建设密切相关。庭审后，济源中级法院民
三庭立即向侯保宗汇报。侯保宗当即指示，
神沟红叶是该市一张亮丽的旅游名片，该案
审理结果不仅事关外来投资者的利益保护
问题，而且与该市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密切相
关，作为审判职能部门，一定要认真落实党
的十九大部署的乡村振兴战略精神，到案发
一线吃透情况，到群众中寻找化解纠纷的

“灵气”。同时，侯保宗决定亲自带领合议庭
到案件现场实地勘查了解案情。

到达现场后，侯保宗详细了解了双方产
生争议的原因、背景及投资人林某的实际投

资情况。勘查后，侯保宗表示，要坚持以服
务乡村经济发展、保障投资环境为办案指导
思想，把准案情，分清责任，以恰当的审理方
式尽快审结该案。

经过现场勘查，审理该案的法官多次与
某开发公司的股东张某、刘某电话沟通，向
他们释明法律规定，讲明盘活企业的益处，
并积极与投资商林某沟通，让其感受到济源
良好的经商环境。在了解到双方均有和解
意向后，合议庭成员迅速制订调解方案，组
织双方当事人面对面进行调解。最终，双方
握手言和，达成了调解协议。该案成功调解
后，林某当即表示，会在做好一期投资的基
础上，加大二期投资。

侯保宗带头深入一线办案，是该院深入
贯彻党的十九大部署的乡村振兴战略精神，
服务和保障该市旅游建设和国家产城融合
示范区建设的生动实践，也为该院扎实推进
司法改革，创新工作理念，转变工作作风，促
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起到积极
的引领作用。

●●强化责任意识 找准审判执行结合点
今年上半年，国家发改委和河南省政府

作出支持济源市在全域建设国家产城融合示
范区的决定后，济源中级法院党组迅速行动，
组织干警认真学习相关文件。该院深入调
研、充分论证，找准审判执行结合点，制定了

《关于为济源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提供

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提出了14条服务和保障的具体措施。9月29
日，济源市委政法委举办新闻发布会，专题发
布《意见》，向全社会广泛宣传该市两级法院
自觉将法院工作融入济源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

●●同心同向同步 打击“老赖”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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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冯玉娟：

全省法院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大局，依法审结了大量
案件，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
业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保障，使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成绩有目共睹。建议一是加强对学
生的普法教育，预防校园欺凌现象的发生；二是重视司法
确认制度，与相关部门建立调解沟通机制，缓解案多人少
矛盾；三是在解决执行难工作中，重视保全措施的应用。

●●省人大代表邱英平：

法院在审判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这
么好的成绩，靠的是什么？我想，主要是愚公精神、工匠
精神、追求真理的精神。许多法官超负荷工作、无私奉
献，体现了司法为民，让我们看到了法院工作的新高度和
深度。

●●省政协委员李冬霞：

全省法院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为民

司法，公正司法，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特别是打
击“老赖”、曝光失信被执行人工作有力推动了全社
会的诚信建设。

●●省政协委员杨明：

全省法院的多项工作在全国都处于领先位置，
受到了最高法的肯定。比如，持续为农民工讨薪、涉
军维权工作、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等，都是亮点工作。
建议增加法官编制，加大经费投入，提高法官待遇。

●●济源市人大代表段建军：

五年来，全省法院在工作中取得了很好成绩，
建议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推进法治建设，弘扬正能
量。

●●济源市人大代表黄燕军：

建议建立执行长效机制，建立涉农案件判决前
的沟通协调机制，希望法院与代表委员的联系常态
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