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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见奇效

干警出妙招 执行见奇效

◀6 月 8 日上午，柘城县法院院长张书勤带领部分党员干
警深入辖区惠济乡，向广大基层群众宣传该院“基本解决执行
难”工作，全力营造良好执行氛围。 在此次宣传活动中，执
行干警共发放宣传彩页 500 余份，接待咨询群众 120 多
人次，现场播放执行宣传片一部，取得了良好的
宣传效果。记者 何永刚 通讯员 贺德威
卢淼 摄影报道

多次走访
劝得不孝子交来赡养费
本报南阳讯（记者 王海锋 实习记者 刘
震 通讯员 王萨娜/文图）
“我都两年没有见到
自己的儿子了，你们费了这么大劲帮我拿到
赡养费，真是太感谢你们了！”6 月 7 日，常老
汉来到西峡县法院，颤巍巍地拿起 1.6 万元执
行款，
含着泪对执行干警表示感谢（如图）。
据了解，
常老汉夫妻省吃俭用，
将常某抚养
成人并娶妻生子。2015年，
常老汉因为身体疾
病住院花费1.1万余元，
其儿子常某对父母生老
病死漠不关心。常老汉年过七旬，
没有固定职
业，
老伴儿病逝以后，
平日靠向亲戚邻居借钱度

日。2016 年 3 月，常某离家外出后便杳无音
信。常老汉无奈之下将儿子诉至西峡县法
院。
西峡县法院经审理，
依法判决常某支付常
老汉赡养费及医疗费共计 1.6 万元。案件进
入执行阶段后，执行干警找常老汉了解情况，
得知常某已经离婚，且多次搬家，更换手机号
码，常老汉自己也不知道儿子常某的下落。
执行干警通过网络司法查控，发现常某名下
并无财产可供执行。为了让老人安度晚年，
执行干警一直没有放弃对该案的执行。功夫

“执行大喇叭”
喊得被执行人主动去履行
本报许昌讯（记者 胡斌 通讯员 李扬 姚
晓芹）
“襄城县人民法院执行公告，被执行人
李某某，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本院将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有权查
封 、扣 押 、冻 结 、拍 卖 、变 卖 被 执 行 人 的 财
产，并可根据情节对被执行人予以罚款、拘
留。构成刑事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欢迎广大群众举报或提供线索，联系电
话……”近日，襄城县法院执行局利用“执行
大喇叭”，在一规避执行的被执行人的村庄
内反复播报劝导执行信息，吸引了路边不少

群众驻足观望和议论。
自今年夏季抢收开始，襄城县法院执行
局充分利用人员回流契机，对排查出规避执
行的被执行人，
充分利用双休日时间，
重点通
过“公告大头贴”
和“执行大喇叭”
两方面集中
执行。该院与派出所沟通，调取被执行人的
头像及身份证信息，
制成执行“公告大头贴”
，
写上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内容、不履行义务的
法律后果、执行举报电话、执行人员姓名及联
系方式等，解决传统公告的只有姓名没有图
像的问题。
“公告大头贴”
在被执行人出生地、

不负有心人，执行干警经过多次走访，终于得
知常某所驾驶货车的客运公司，于是很快联
系到货车老板。货车老板向执行干警告知了
常某的联系电话。执行干警联系到常某，并
反复对其做思想工作，告知其拒不履行义务
不仅会被拘留，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常某
迫于压力，将钱送至西峡县法院，在执行干警
的努力下，
这起赡养纠纷案成功告结。

居住地、
常住地、
工作地以及广场、
繁华地带等
张贴公示，
一些被执行人因
“露脸”
而不主动执
行。在张贴“公告大头贴的同时，
该院利用警
用车载喇叭连续播报失信被执行人相关执行
信息，
警告其积极主动履行与规避执行、拒不
履行的不同法律后果。
“公告大头贴”
与“执行
大喇叭”
并用，
既让失信被执行人暴晒在阳光
下，
又渲染了讲诚信的舆论氛围，
效果良好。
截至目前，襄城县法院用此执行方法，
促使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执结案件 13 件，达成
执行和解协议案件 8 件。有不少群众反映，
采取这种执行方式让他们亲身感受到法院
执行的公正、公开和透明，促进了公众对法
院执行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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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人员
争着去扶贫
本报周口讯（记者 程玉成 通
讯员 张义 张然）
“邹主任，近阶段
局里有啥事没有？尤其在扶贫方
面 ，如 果 局 里 有 需 要 义 务 劳 动 的
话，请告诉我们。”
“ 等天晴后，局里
准备帮助刘振屯几家贫困户清理
院落。”这是 6 月 8 日淮阳县部分社
区矫正人员主动向该县司法局社
区矫正中心汇报工作的一段对
话。目前，该县已有百余名社区矫
正人员自觉加入扶贫脱贫工作之
中。
前段时间，该县司法局负责人
发现刘喜正等贫困户家中院落需
要清理。刘喜正年龄偏大，基本丧
失劳动能力，其儿子患有严重智力
障碍，生活不能自理，且随意大小
便，造成家庭卫生环境极差。该县
司法局驻村工作队与村干部商量，
决定天晴后组织村党员干部帮助
贫困户家庭清理院落。谁知这一
消息被该乡社区矫正人员得知后，
这些人员纷纷要求参与其中。
6 月 8 日，该乡 25 名社区矫正
人员带上铁锨、扫把，拎着大小锯
子 ，拉 着 车 子 ，走 进 了 刘 喜 正 家
中。劳动中，社区矫正人员有的手
上磨出了血泡，有的腿上被树枝扎
破皮，但没有一个人发牢骚。社区
矫正人员王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说：
“ 今天参加这次义务劳动，我感
到很光荣。作为身上有瑕疵的我，
就是要用这种多付出多奉献的方
式，来弥补过去所犯的错误和身上
存在的不足。”
经过两个小时的清理，大家把
刘喜正家的小院落打扫得干干净
净。刘喜正看到院内杂草没了，堆
积的垃圾没了，长出的野树苗没有
了，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 感谢党和
政 府 ，这 让 俺 不 知 道 怎 么 感 谢 是
好。”
据了解，在参与扶贫脱贫过程
中，淮阳县已有百余名社区矫正人
员 先 后 参 加 各 种 义 务 劳 动 20 场
次。正如社区矫正人员孙某在该县
司法局留言簿上所言：
“我们就是要
用这种诚实的劳动、辛勤的付出、全
面的服务来洗心革面，以此赢得社
会的认可，重新回归社会，从而进一
步实现自己未来的梦想。
”

□记者 李梦扬 通讯员 尹艳

“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濮阳法院新时代新作为”

濮阳市华龙区法院：推进专业化审判 提升审判质效
濮阳市华龙区法院是该市唯一的城区基
层法院。近几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该院案件受理数量以年均 30%左右的幅度递
增。2017 年，该院共受理各类案件 23901 件，
结案 21909 件，49 名员额法官人均结案 447.12
件。其中，22 名法官人均结案超 400 件，7 人
人均结案超 500 件，4 人人均结案超 600 件，2
人人均结案超 900 件，个人最高结案 946 件。
该院结案量占濮阳市两级法院结案总量近四
成。
“案多人少”问题成为当前该院必须面对
的一道难题。为缓解工作压力，提升审判质
效，
该院大胆创新，
努力向内挖潜力要质效，
逐
步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专业化审判之路。

固定审判团队 明确人员职责
2012 年至今，该院专业化审判模式在不
断地深化和提升，从最初的以部门为单位固
定案由，到如今的结合速裁和精审标准划分
管辖，实现了由简单区分案由到追求质效最
大化的实质性跨越。
司法体制改革启动后，该院结合实际，首
先对案件量较多的民商事案件审判工作进行
了调整。该院民商事审判共组建了 4 个速裁
团队和 2 个精审团队：速裁一队，主要负责小

额诉讼；速裁二队，主要负责家事、侵权、保险
和标的额 50 万元以下的民间借贷；速裁三
队，主要负责劳动争议和其他标的额 20 万元
以下的民商事案件；速裁四队，主要负责道路
交通事故类案件。针对大案、难案、复杂类案
件和案由较分散案件，该院专门组建两个精
审团队，其中精审一队负责审理标的额 50 万
元至 3000 万元的民商事案件，精审二队兜底
办理余下近 100 个案由的案件。速裁团队组
建后，裁判尺度进一步统一，类案效率再度提
升。2017 年，该院共类案分流民事案件 9143
件，
结案 9039 件，占民事结案总量的 67.92%。
该院还逐渐将专业化审判模式拓展至刑
事、行政、执行三大类案件中，结合具体标准，
分别组建速裁、速执团队和精审、普执团队，
目前已经初见成效。去年至今，该院速裁结
案 7632 件。2018 年，该院小额诉讼和简易程
序适用率为 72.91%。

细化审理规范 统一办案标准
“我院专业化审判是一条自我成长之路，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套用，只能一边摸索，一
边总结。”该院党组书记、院长荣延平说，在试
行专业化审判之初，在案件的具体处理过程
中，因为标准掌握不一致曾存在执法不统一

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该院专题研究、制
定了《审理医疗纠纷案件规范性意见》
《审理
婚姻家庭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审理
劳动争议案件的参考意见》等多项具体的规
范性意见，对审理常见案件统一了尺度和标
准，
案件质效明显提升。

制作文书模板 提高撰写质效
为了切实提升办案速度，
在大量实践基础
上，该院各审判团队研究、制定了各具特色的
庭审笔录模板和法律文书模板。针对保险、
婚
姻家庭和民间借贷三大类案由，该院大胆探
索了表格式文书和要素式文书。凡是案情简
单、双方当事人争议不大、不上诉的案件，制
作表格式裁判文书，简单明了；对于情况较为
复杂，当事人争议较大，具有上诉可能性的案
件，制作要素式裁判文书，
要素析理。文书模
板化极大地提升了庭审效率，
减轻了法官法律
文书的撰写压力，
有效地提高了结案率。

坚持权责相当 放权文书签发
有权就必须有责，只有权责相当，才能约
束法官公正执法。从最初的分管领导、部门
负责人层层审核、件件签发，到逐步将分管领
导签发权放至部门负责人，再到全部下放文

书签发权至审判长和独任法官……裁判文书
签发权的全部下放，既是给法官们放权，更是
为法官们压责。在充分发挥法官主动性的同
时，该院还通过加大监管力度，强化权责相
当。该院创新“日志式”管理，要求全院干警
以“日志”方式全程记录工作开展情况，业务
人员“日志表格”入卷，非业务人员“日志记
录”归档。同时，坚持流程管理和院长监管
“双管齐下”，逐案监督案件流程，院长每月主
持召开业务推进会，亲自审批延长审限案件，
有效控制了超审限情况的发生，形成了办案
量、结案率“双高”的良好局面。

融合诉调对接 助推审判工作
只有善于借助外力，才能将专业化审判
推向纵深，才能使改革创新取得实效。2018
年，华龙区法院借力繁简分流改革，依托诉调
对接中心建设契机，构建“1+3”诉调对接模
式，即以一个诉调对接中心为平台，拓展出立
案诉调对接、行业诉调对接、类案诉调对接三
种模式。
“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工作的永恒主
题，作为人民的法院、人民的法官，只有永远
牢记使命不松懈，改革创新不停步，才能推动
法院工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荣延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