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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刚加入执行队伍，对法院执行工
作充满了无限的遐想，办公室里的一面面
锦旗，工作时的帅气制服，都让我这样的
年轻人为之向往。然而，通过第一次的执
行行动，却让我对执行工作有了一个全新
的认识，每一份荣耀都是由辛勤的付出堆
积而成的。

2018年 6月 4日下午，原阳县法院执
行实施三组接到执行局政委的通知，要求
晚上 10 点与执行实施二组一同在院内集
合，开始执行工作。作为一名刚加入执行
队伍的新人，一种兴奋感涌上心头，让我
久久不能平静。

伴着夜幕，一辆辆警车驶向了目的
地。经过了20多分钟的颠簸，执行队伍终
于到达了第一个被执行人家中。我们进入
被执行人家中时，整间屋子弥漫着刺鼻的
酒气，被执行人张某躺在床上一脸惊愕地
看着我们。执行实施三组组长李秀岭依法
向张某出示了工作证件，并宣读了相关法
律文书。这时的张某却借着酒劲耍起了无
赖，开始躺在床上装睡，对执行法官的询问
毫无反应。当执行法官表示再不配合工作
将对张某采取强制拘传时，张某又以各种
理由拒不配合，态度十分恶劣。于是执行
法官向张某出示拘传证，并将张某强行带
上了警车。这时的张某才认识到事情的严
重性，并在路上表示将归还欠款。

6月5日凌晨3点，执行队伍赶到了第
四名被执行人家中。这是一起拖欠农民工

工资案件，包工头李某为了躲避偿还工人
工资，长期隐匿外地。当我们进入李某
家中时，发现被执行人妻子身患肺癌，
瘫痪在床且生活不能自理，执行法官
无法对被执行人采取拘传措施，被
执行人李某 13 岁的女儿眼中更是
充满了无助。面对这样一个难
题，组长李秀玲要求李某次日到
原阳县法院协商解决，李某表
示同意，安抚过小女孩后，我们
继续赶往另一名被执行人的
住处。

天边泛起了鱼肚白，空
旷的马路上几辆警车闪着
警灯呼啸而过，车内静悄
悄的，年轻执行员本应
充满朝气的脸上却写
满了疲惫……整晚不
间断的执行行动让
我切实感受了执行
工作的辛酸。

破解执行难
的道路并非一
马平川，人民
法院的执行
队伍就是要
为群众踏
出捍卫权
利 的坦
途。

本报许昌讯（记者 胡斌 通讯员 芦萍
李忠伟）对查封扣押的房产、车辆等财产
实现快速变现，让申请人得到实实在在的
执行结果，是执行工作的关键一环。近
日，淘宝拍卖辅助服务团队正式入驻许昌
市魏都区法院，为该院网络拍卖提供更专
业化服务。此举在全市法院尚属首例。

魏都区法院是全市执行案件数最多，
执行任务最重的法院。今年截至目前，该
院已受理执行案件2526件，比往年同期上

升12.67 %，达到历史峰值。为高效变现拍
卖品，提高执行工作效率，魏都区法院作
为全市唯一一家试点法院，与淘宝运营商
开展合作，由淘宝网派出专业化司法拍卖
辅助服务团队入驻该院，辅助完成涉及网
络司法拍卖的全部事宜。

“辅拍团队入驻法院后，会利用专业的
后台推广技术对网拍工作提供更快速、更专
业的服务。在加快挂拍速度的同时，还会对
所拍卖物品在淘宝页面上进行更广泛的推

广宣传和更详细介绍，还可以应竞拍人要
求，带他们实地观看竞拍物品，这样能大大
提高成交量，真正实现快速高效变现。”淘宝
拍卖辅助团队负责人焦朝辉介绍。

“专业拍辅团队入驻法院，可以减少
执行干警工作量，缓解案多人少压力。对
竞买人而言可以提供更快更好服务，对债
权人而言其权益也可以尽快得到实现，这
是一举多赢的好事。”该院主管执行工作
的副院长邵淑静说。

本报三门峡讯（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代文官 贺妍）7月 9日，渑池县法院执行团
队在洛阳市关林站派出所的协调配合下，
成功将刚出车站的失信被执行人刘某廷控
制。渑池县法院与渑池县公安局的临控机

制再一次显现威力。
原告杨某某诉

被告刘某廷、芮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渑池
县法院于 2017年 11月 28日依法判决被告
刘某廷、芮某偿还原告杨某某借款10万元，
驳回原告杨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进
入执行阶段后，执行法官多次通过执行查控
系统和实地调查寻找被执行人财产未果，两
名被执行人一直逃避法院执行。案件一时
陷入僵局，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及时实

现。为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
益，渑池县

法院利用与公安机关的联动机制，把两名被
执行人的信息提交给公安机关实施“临控”。

7月9日，渑池县法院接到县公安局电
话，称被执行人刘某廷乘坐的 K8005 次火
车将于当日 15 时 48 分抵达关林车站。该
院执行局当即安排4名执行人员赶赴洛阳
关林火车站进行堵截。因火车晚点，执行
干警在大雨中坚持蹲守一个多小时，终于
将走出车站的失信被执行人刘某廷当场控
制，并带至法院。在说服教育无效后，依法

决定对其实施司法拘留。

本报开封讯（记者 张东 特约记者李
梦华）为助力执行攻坚，7 月 10 日，开封市
鼓楼区法院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开封分公司举行执行悬赏保险合作签
约仪式，正式推行执行悬赏保险，这是该院
进一步加大执行力度，完善被执行人财产
发现机制，提高执行质效的又一创新举措，
为有效破解“执行难”增添新动力。

长期以来，被执行人难找、财产难查是
制约执行工作的重要瓶颈，当事人赢了官
司却得不到相应的赔偿，导致法院判决难
以落到实处。为此，该院积极探索查人找

物新举措，经过深入协商沟通，与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封分公司签订了
悬赏保险服务合作协议，在开封市两级法
院系统率先正式推行，将“悬赏举报”纳入
法院破解执行难“百宝箱”，让老赖无处遁
形。据介绍，执行悬赏保险是针对法院执
行难问题量身定制的司法保险产品。

据了解，此次推行的执行悬赏保险机
制遵循“法院主动告知，申请执行人自愿选
择”的原则，申请人可以自愿申请执行悬
赏，提供一定悬赏金作出悬赏承诺，或通过
保险公司购买执行悬赏保险，法院以及保

险公司发布悬赏公告，面向社会有偿征集
“老赖”线索，举报人在保险期间内提供被
执行人财产或下落的相关线索，一经法院
查证属实并对财产实际执行到位后，举报
人可获得大额悬赏金。

申请人有条件的可以自己直接支付悬
赏金，没有条件的只要缴纳悬赏金额 10%
的保费，就可由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
定快速赔付，向线索提供人支付悬赏金，极
大减少了申请人的经济负担及执行风险，
实现了申请人、保险公司和法院的三方共
赢格局。

本报讯 7月3日，由省内
媒体组成的采访组赴商丘市
夏邑县法院，就该院开展的

“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
情况进行采访报道。

当天下午，采访组先后参
观走访了夏邑县法院诉讼服务
大厅、执行信息指挥中心，观摩
了一起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
案件的庭审；随后，夏邑县法院党
组书记、院长杨松挺就该院执行

“百日会战”的开展情况作了详细
汇报。

7 月 4 日 5 时，采访组跟随该院
“打击组”前往辖区会亭镇、罗庄乡
等乡村，共抓获被执行人四人，采访
组对于其中的被执行人和举报人作
了现场采访，围观群众对于夏邑县
法院拘留“老赖”拍手称快，称赞执
行干警“行动迅速”，打击了“老赖”
的嚣张气焰，保护了被害人的合法
权益。

通过两天的实地采访，采访组与
执行干警在一起工作生活，真切感受
到了夏邑县法院干警良好的精神风
貌和上下一心破解“执行难”的决心
和信心；纷纷表示，今后将加大对人
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的宣传力
度，为维护法律权威，为法治社会建设
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徐永忠）

执行悬赏能投保

司法网拍正提速

一名年轻执行员的

□郭辰迪/口述 记者 穆黎明/整理

夏邑县法院
媒体一线体验
感受执行决心

为加强未成年人暑期安全教育工作，
杜绝校园欺凌和暴力的发生，7月2日至3
日，安阳市中级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
判庭在安阳市四中、九中、三十二中等学校
开展了“维护暑期安全、共建平安校园”系
列普法活动。5000余名师生和家长参加了
活动，学习法律知识，感受法治力量。

张歆梅郭会平 摄影报道

召陵区法院
强化作风建设
推进工作提升

本报讯 为全面贯彻落实市委、
市中院和区委加强作风建设的安排
部署，切实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近
日，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召开纠

“四风”转作风强执行求实效三年行
动动员会，党组成员、常务副院长马
国鹏主持会议，全院干警参会。

会议宣读了《漯河市召陵区人民
法院纠“四风”转作风 强执行求实效
三年行动方案》《全市法院司法作风
问题专项督察工作方案》《漯河市中
级人民法院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
升工程实施方案》。

会议要求，全院干警要以深入
纠“四风”转作风强执行求实效
为主题，以抓好“亮、查、评、强”
为载体，以永远在路上的韧劲
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认真学
习、深刻领会、扎实推进，切
实做到学习到位、查摆到位、
整改到位、落实到位，努力在
全院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和干事创业的浓厚氛
围，促进全院作风建设大
提升，以作风建设新成
效推进全院各项工作
大发展。

（袁刻攀 王文博）

临控机制再发威

创新举措 执行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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