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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破解执行难
□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张建立/文 李治港/图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
制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解
晓孛）“工资终于发到手了，
太谢谢你了，韩法官！”日前，
申请人王某拉着宝丰县法院
执行法官的手激动地说道。

王某在河南某公司从事
会计工作，但该公司一直拖欠
其工资款70182元。案件进入
执行程序后，执行干警立即通
过“总对总”查控系统查询被
执行人财产信息，并多次实地
走访调查，虽然诉讼期间把该
公司名下的车辆查封，但由于
车辆无法实际控制，财产无法
变现，多次经公安协助寻找该
车辆，均未取得好的效果。

近日，执行干警接到相
关人员提供的线索，说看见
该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王某某
在某乡政府，执行干警立即
赶往乡政府，成功将正在谈
事情的王某某传唤至法院。
到法院后，王某某依然找各
种理由推托，拒不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当王
某某看到执行干警拿出拘留
手续的时候，才意识到问题
的严重性，急忙打电话给亲
朋好友，当日 23 时许，王某某
将工资款凑齐，交到执行干
警手中，该案圆满执结。

本报平顶山讯（河南法
制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解
晓孛 李治港）近日，宝丰县法
院组织了“冬季攻坚”专项执
行行动，40 余名干警分赴各
地抓捕“老赖”。全国人大代
表、宝丰县赵庄镇大黄村党
支部书记马豹子等人大代表
受邀到现场见证执行、监督
执法。

不到 7 时，干警就堵在了
失信被执行人于某家。于某
的妻子见执行干警来到，仍
一意孤行阻拦执行干警对于
某的依法拘传。带队的该院
院长沈伟轩和到场见证执行
的马豹子对于某妻子的行为
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劝
告其摆正态度，积极配合法
院工作，依法履行裁判文书
规定的义务。随后，执行干
警果断将于某带离。

“通过参加今天的执行
活动，我对法院执行工作的
繁杂和艰辛有了清楚而直观
的印象，感受到了宝丰县法
院执行干警的‘有为、苦干、
实拼’精神，希望今后有更多
的单位参与、协助、配合法院
开展执行工作，共同为决胜

‘基本解决执行难’助力加
油。”马豹子如是说。

为打赢“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攻坚仗，宝丰县法院不断强化各种举措，坚持
内部挖潜、外部借力，创新工作机制，优化执行环境，既打好短期攻坚仗，又提升战略软实力，采取
六大举措，大力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执行工作持续向好发展。

据宝丰县法院院长沈伟轩介绍，今年截至12月24日，该院共结案1676件，同比上升45.87%；
结案率同比上升9.93%；结案标的9.04亿元，同比上升184.28%；执行到位金额2.85亿元，同比上升
190.82%。第三方评估“三九一八”核心指标全部达标。12月27日，宝丰县委书记许红兵到该院调
研时，对该院的执行工作成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赞扬。

集中执行受点赞

不懈努力
追回工资款

A
“近年来，宝丰县法院全力推进解决执行难

工作，措施得力，成效明显，值得肯定。全县各
级各部门要全力支持县法院工作，加强联合惩
戒，形成强大合力，确保解决执行难问题目标
如期实现。”今年，宝丰县委书记许红兵等领导
多次对该院执行工作批示肯定和全力支持。

破解执行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治标，
也要治本。“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的整体推

进，离不开党委政府以及人大、政协的大力支
持。全国法院决胜“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
决执行难”动员部署会后，宝丰县法院第一时
间就当前“基本解决执行难”面临的形势、存
在的问题和困难等，向宝丰县委、县政府及县
委政法委作了专题汇报，宝丰县委、县政府表
示将全力支持法院的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
县委办、县政府办下文支持法院“基本解决执

行难”工作；县委多次听取了县法院关于决胜
“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汇报，及时解决
执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县政府在法院人员、
经费等方面给予大力保障，今年已拨付专项
司法救助资金50万元，解决劳务派遣人员20
人；县人大、政协对执行工作也给予大力支
持，初步形成政法委协调、法院主抓、部门联
动、社会各界参与的执行工作格局。

B加强联合惩戒 构建联动机制

在执行过程中，宝丰县法院不断提高查
人找物能力，完善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制度，让
失信者无处遁形、寸步难行。

今年7月6日，根据县委常委会要求，召开
全县“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联席会，该县县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桓贯超出席并提出明确工作
要求，县检察院、公安局、工商局、发改委、不动
产局、房管局、移动公司、联通公司、电信公司
等单位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与会人员均表态支

持法院执行工作，尽最大努力加强联合惩戒。
县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

能进一步支持和监督县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
问题的实施方案》，助力法院执行工作。7月
18日，宝丰县公安局驻县法院执行警务室挂
牌成立，这是平顶山市首个在法院成立的专
门执行工作警务室。该警务室由3名县公安
民警常驻值守，实现公安与法院执行力量的

“无缝对接”，对法院有效打击拒执犯罪，破解

“人难找、财难寻、控制难、打击难”等执行难
题提供有力支持。自挂牌以来，该院共抓获
拒执犯罪嫌疑人 3 人，查扣车辆 3 台，对辱骂
执行干警的一名当事人予以行政拘留。

该县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协助法院解决执
行难工作，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惩戒和打
击，形成多部门、多行业、多领域、多手段联合
信用惩戒工作新常态，为法院如期完成“基本
解决执行难”目标任务提供了有力保障。

该院适时召开“基本解决执行难”战令发
布会，确定工作任务，层层分解，责任到人。
院长与执行局中层以上签订责任书，每个执
行人员与各个执行团队负责人签订责任书，
完不成工作任务的给予通报批评或组织处
理。5个执行团队根据各自的工作任务，倒排
工期，挂图作战。

该院建立工作动态日通报、周总结、月推

进制度，每周进行工作提示，对案件执行情况
进行详细安排部署，明确工作重点，规定完成
时限；对未结案件认真梳理，符合破产条件的
及时移送，目前已向平顶山市中级法院移送
破产案件一件，涉及该院执行案件 10 件，涉
案标的 4000余万元；对涉房地产、金融、小标
的案件成立工作专班，各司其职，推动执行工
作天天有进度，周周有进展。

该院坚持全院“一盘棋”思想，实行立审
执协调配合，各业务庭和后勤保障部门与执
行局协同作战、积极行动、合力攻坚；在人员、
经费、车辆等方面向执行局倾斜，增加 10 名
司法辅助人员充实到执行队伍中，投入10万
元购买电脑、扫描仪等仪器设备用于司法网
络查控和数据传送，为每个执行中队固定一
辆警车便于灵活办案。

C层层传导压力 合力执行攻坚

该院根据现有执行力量，深挖内部潜
力，在原设置和人员归属不变的前提下，将
执行人员分成 5 个执行团队，在员额法官带
领下开展工作；成立送达查询组，对新受理
案件限期集中送达，集中查控，加快办案节
奏；成立异议审查组，专门审理执行异议案
件。该院通过分权制约和执行力量的进一
步整合，逐渐消除消极执行、拖延执行、选择

执行等现象，达到优化执行流程、加强相互
协作，增强执行合力的目的。

该院加强信息化建设探索“互联网+执
行”新模式，不断强化“点对点”“总对总”财
产查控系统，积极配合上级法院建立完善涵
盖所有标的的网络查控平台，完善执行指挥
中心建设及执行单兵装备配备，逐步实现执
行全程的可视化；加强电子送达的应用，与

通信部门合作，实行“云送达”，完善电子签
章，提高工作效率；积极拓宽司法拍卖渠道，
助力解决法院执行财产处置难问题，对执行
中需依法处置的财产，积极通过该院淘宝司
法拍卖网进行拍卖，提高财产处置的效能。
今年以来，该院共上传网络司法拍卖 99 件，
成交 51 件，成交率 51.52%，成交金额 3000 余
万元。

D深挖内部潜力 强力推进执行

E
张某是被5名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的被

执行人，因不想履行还款义务，一直东躲西藏
不与法院执行人员见面。中秋节过后的一个
周末，正在网吧上网的张某万万没有想到，宝
丰县法院执行局的干警们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在他面前，在他愣神间被抓了个正着。他惊
诧地说：“怎么，你们周末还上班啊？”

这样的场景经常在宝丰县发生。为让“老
赖”不逍遥法外，该院相继开展了“百日执行攻
坚”“冬季攻坚”等专项活动。7月10日至8月
10日，专门开展了涉党政机关、公职人员案件

集中执行活动，主动邀请全国人大代表马豹子
及多名市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见证执行。该
院组织开展“假日执行”，根据具体案件分析当
事人的情况，利用中午、晚上、周末、节假日等
休息时间查找被执行人，对230余件长期逃避
执行的案件采取突击行动。

该院坚持把服务大局作为执行工作的第
一要素，多措并举，采取切实措施破解执行难
题。如在涉及商业联盟案件执行中，成立专
案组，院领导亲自督办、协调，截至目前共执
行到位 1500 余万元，抵债及转账 1000 余万

元，维护了社会稳定。
同时，该院严厉打击各类规避执行、干预

执行、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今年以来对失信
被执行人采取拘留措施61人次，限制高消费
1736 人次；拒执犯罪移交公安 21 件；对失信
被执行人加强信用惩戒，今年截至目前共将
1278名失信被执行人纳入“黑名单”，对其在
银行贷款、参加招投标、住高档宾馆、出行出
境等方面进行限制；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
纸、网络等媒体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曝光，迫
使其主动履行债务。

开展专项活动 严厉打击“老赖”

该院进一步建立完善工作制度，不断规
范案件管理，加强信息化建设，及时补充完善
执行信息，提高案件管理系统的运用度，加强
执行案件的流程监控；制定了明确的执行案
件流程管理细则、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管
理办法等，对案件流转程序、时限和规范进行
了清晰界定；高度重视恢复执行案件，对以往
终本案件，只要发现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立即
恢复执行。截至目前，该院恢复执行案件执
行完毕率57.45%，到位率48.92%，在全平顶山

法院系统名列第一。
该院督促执行干警加强财产查询、评估

拍卖、执行期限、卷宗归档的效率意识和质量
意识，强化案件收、执、结的节点调控，努力追
求高效结案。今年以来，该院关键节点超期
数 0.06，执行完毕案件结案平均用时 70.38
天，终本案件恢复执行平均用时 84.75 天，终
本合格率99.09%，均优于全市平均水平。

为确保执行案款及时发放，今年 1月份，
该院积极与县工商银行沟通协调，实现执行

系统和银行信息系统“点对点”无缝对接，通
过“一案一账号”累计发放案款 1500余万元，
达到了案款到账后及时发放、公开透明的效
果，从根本上解决执行案款管理不规范等问
题。

“执行工作永无止境，须臾不能放松。我
们将进一步强化执行举措，创新工作机制，不
断提升执行质效，攻坚克难，勇往直前坚决打
赢‘基本解决执行难 ’这场硬仗。”该院院长
沈伟轩表示。

F创新工作机制 规范案件管理

坚持党的领导 形成工作合力

宝丰县委书记许红兵，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桓贯超到宝丰县法
院调研，看望慰问执行干警

宝丰县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