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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政法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晓磊

闫明：

执行攻坚战的
热血尖兵
人物档案
闫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一庭庭长。做事认真有钻劲儿
是他最大的特点，到执行庭工作一年多，他就自行研发了“四三二一
工作法”
，目前该工作法已成为全市法院执行法官的“执行指南”。

强制腾空“老赖”
别墅
8 月 2 日 9 时 50 分，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全市 14 个基层法院，同
时开展“腾房大行动”
。由闫明带队的一组直奔别墅主人苏某家。
苏某是一家体育器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名下一套别墅抵押，向银
行贷款 800 万元。因未及时还款，银行诉至法院，法院判决体育器材公司
及苏某等人偿还银行 800 万元及利息。随后，银行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2015 年 1 月 28 日、2016 年 5 月 25 日，法院两次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及裁定书，告知苏某将对其名下所查封的房产进行评估拍卖。2017 年 6
月 2 日，在申请人认可的情况下，房产公开竞拍。今年 7 月 5 日，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再次向苏某发出强制搬迁公告，但其仍无行动。
“法律程序全部走完了，今天一定要腾空，我们给你半个小时，你把贵
重物品拿走，
其他东西我们帮你搬。”
闫明的话掷地有声。
当看到苏某家 80 多岁的老母亲卧病在床时，闫明让苏某先找个房间
将老人安置好，并对苏某说：
“如果你们没有车，
我们可以安排。”
安置好老人，搬迁开始。在公证处公证员、当地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当
地公安民警的见证下，执行干警历时 6 小时成功将房腾空。

积案从 800 多起到不足百起
重大信访执行案件的化解难度可想而知，但一年多来，执行一庭化解
了很多执行积案。
据法官助理杜虎介绍，有一个案件当事人王某，因房屋拆迁不满安置
的房子，告了村委会。因后来法院判决中没明确具体的内容和方案，老太
太便拿着该份判决书，提出不可能实现的要求。
“既然是判决问题，就应该征求一下审判员的意见。”闫明提供工作思
路。之后，经过执行一庭一年多的努力，审判机关明确了 3 种具体解决方
案。如今，
该案已符合终结程序。
“面对大量疑难的执行积案，闫明抽丝剥茧深入分析，找方法。”杜虎
说，在他们那儿，超长期积案都是超过 36 个月，年限最长还有 4 年未结的，
但自从闫明到了执行一庭，一年多时间，
“把超长期积案 800 多件消化到现
在的不足百件”
。

“四三二一工作法”成全市“执行指南”
人难找、
执行财产难寻、
协助执行难求、
应执行财产难动、
特殊主体难
碰，
针对执行中的各种
“难”
，
去年5月，
“基本解决执行难”
攻坚阶段，
刚从审
判工作调到执行岗位上的闫明便想着，
得制定规则，
一切规范起来才行。
通过对执行案件调研、分析，针对管理中的薄弱环节，他先后拟定了
五六个规范性文件。这些规范性文件包括采取重大执行行为前进行合
议、文书审批签发权限的暂行规定、网络司法拍卖起拍价确定办法等 6
个规范性文件、12 项规章制度。
“四三二一工作法”是闫明制定的最为亮眼的工作制度，也成为全市
法院执行法官的“执行指南”。
“四三二一工作法”，即紧盯四类案件、每日
反馈三查、保证规范录入、规范结案的两个规范、第一时间结案，杜绝超
期，针对涉民生案件、批量案件、小标的案件、大标的案件，制订不同的执
行方案，利用信息化手段每天反馈查询，强力推进执法办案，压缩办案周
期，让执行案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执结。
闫明本人在承担大量管理事务性工作的同时，作为案件承办人今年
已执结 616 起案件，整个执行一庭目前已结案 2300 起。
说到取得的成绩时，
闫明把功劳归到了执行一庭所有工作人员身上：
“全
庭的同志都很拼，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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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郑州市中原区
委政法委组织开展
“查隐患、
促防范、
保平安”
群防群治活
动。图为中原区秦岭路巡防
中队队员对辖区沿街门店和
无主楼院进行隐患排查。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晓
磊 通讯员 刘安 姜勇 摄
影报道

▼近期，郑州市公
安局郑东分局交管巡防
大队武装巡逻中队结合
辖区实际，
采取多项措施
强化辖区治安巡逻防控工
作，有效提升了群众的安
全感和满意度。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晓磊
通讯员 时钟 摄影报道

平安建设进万家 扫黑除恶入民心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晓
磊 通讯员 李祥春）9 月 6 日，新密
市在青屏广场举办
“迎民族盛会 庆
七十华诞”平安建设暨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集中宣传活动。新密市委政
法委书记、
市扫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
张治怀参加集中宣传活动。
活动中，特巡警、顺丰快递快
递员、出租车司机、美团骑手代表
分别结合行业特点进行了表态发
言，一致表示要共同为新密市的平
安建设和扫黑除恶工作贡献自己的
力量。据统计，此次活动共计展出
展板 200 余块，发放宣传海报 1500
余幅、各类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
册 6000 余份、宣传袋 1000 余个，现
场接受群众咨询 800 余人次。新密
市委政法委组织相关单位和部门，

结合平安创建、扫黑除恶主题精心
编排的广场舞《歌唱祖国》、快板书
《扫黑除恶就是好》、
三句半《扫黑除
恶创平安》、
独唱《不忘初心》4 个节
目以及扫黑除恶书画展，
赢得了在
场群众的一致好评。
张治怀要求各乡镇办、各成员
单位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郑
州市委扫黑除恶工作会议精神，紧
紧围绕新密市探索创建扫黑除恶
“排头兵”目标任务，
不断加大平安
建设和扫黑除恶宣传力度，
扎实做好
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
学习推广新
时代
“枫桥经验”
，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
安新密，
全面提升公众安全感和执法
满意度，
全力打造新时代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以优异成绩迎接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指尖一点“老赖”
踪迹全现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
晓磊 通讯员 左世友 吕锦豪）为有
效解决执行“送达难”和被执行人
“寻找难”的问题，今年 5 月，新郑
市法院创新研发“老赖地图”微信
小程序，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执行
工作，
让“躲猫猫”
的“老赖”
现形。
据了解，在该院研发的微信
小程序“老赖地图”上点击被执行
人头像后，可以看到其照片、家庭
住址、涉案案号及未履行的判决
义务，还可以将页面分享到微信
群或朋友圈。发现被执行人本人
或者其财产线索，可以点击“我要
举 报 ”按 钮 ，填 写 、提 交 举 报 信
息。举报信息直接提供给法院和
申请人，执行干警将在第一时间

行动。为保护举报人隐私，被举
报人无法查阅举报人的信息与身
份。举报信息被采用后，举报人
将得到一定奖励。据新郑市法院
网络办主任张展介绍，作为我省
第一家上线微信小程序“老赖地
图”的法院，这一举措进一步压缩
了被执行人的生存空间，营造了
良好的执行工作氛围。两个月
来，该院通过小程序查询被执行
人 1200 人，收到举报信息 200 余
条，
执结案件 120 件。
同时，新郑市法院依托科技
送达平台，快捷高效精准送达法
律文书，送达时间由原来的 3 至 5
天，缩短为指头轻轻一点几秒钟，
大大提高了审判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