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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法院掀起学习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热潮五省市区法院表示
结合法院实际工作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

□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开展劳动合同法执法检查吴邦国在批示中强调进一步
解决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要闻简报

（据新华社）

本报讯近日， 四川省高级人民
法院与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会
签下发《关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
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意见》 （以
下简称《意见》）， 从程序、 内容、 方
式等方面作出具体明确规定， 加强工
商管理部门协助法院执行工作的联动
配合。

据了解， 该《意见》 共
21

条， 明
确了工商管理部门协助人民法院办理执

行工作的具体事项， 包括查询企业信息、

办理股东权益的冻结、 转让、 登记、 暂停
企业相关事项登记等等， 并确定了建立内
部协助制度、 个案协调机制、 信息共享机
制等制度机制。

《意见》 规定， 各级法院定期将被执
行人不依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故意拖欠债务、 恶意欺诈等不良行为的相
关信息提供给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及时将法院提供的有关企业不

依法主动、 及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信
息、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企业污点信息录
入企业信用信息征信系统， 并由相关职能
部门向社会披露。 各中级人民法院和各
市、 州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协商建立信息共
享机制， 在中级人民法院内部建立工商管
理信息查询终端， 实现“点对点” 查询，

方便人民法院及时快捷掌握被执行企业有
关信息， 提高执行工作效率。

（汪军高新玉）

本报北京
7

月
5

日讯 （记者张先
明） 记者从最高人民
法院今天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 最高
人民法院组织开展的
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
开展半年来， 目前已
经取得阶段性成果。

截至今年
5

月
31

日，

全国法院执行案件的
执结率和实际执行率
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
提高

12.7

个百分点
和

7.1

个百分点。

据最高人民法院
新闻发言人、 办公厅
副主任孙军工介绍，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
《关于开展反规避执
行专项活动的工作方
案》 （以下简称《方
案》）， 对全国法院有
组织、 有计划、 有步
骤地开展专项活动提
出了具体要求。

《方案》 将反规
避执行专项活动分为
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重点是营造舆论声
势， 即收集被执行人
规避执行以及执行法
院采取有力措施破解
规避执行行为的典型
案例并进行系列报
道， 形成舆论声势，

引起社会关注； 第二
阶段重点是制定规范
性文件， 即研究制定
《关于依法制裁规避
执行行为的若干意
见》 等一系列的规范
性文件； 第三阶段为
开展实施行动； 第四
阶段为建立长效机
制， 即在全面总结各
级法院在专项活动中
创造的大量好经验、

好做法的基础上， 进
一步推进反规避执行
中的改革和创新， 加
强长效机制建设， 完
善综合治理执行难的
工作格局。

今年
4

月
12

日，

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全
国法院开展反规避执
行专项活动第一次视
频会议， 对专项活动
进行了再次动员、 再

次部署， 并组织了
8

个法院在会上介绍经验， 进一步统一了思
想、 明确了要求。

从活动开展半年来的情况看， 各级法院高度重视、 准备充
分、行动迅速、措施得力，有关职能部门积极配合联动，反规避执
行专项活动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 截至今年

5

月
31

日，全国法
院执行案件的执结率为

63.66%

，实际执行率达到
80.52%

，与去
年同期相比分别提高

12.7

个百分点和
7.1

个百分点。

据悉， 为期一年的反规避执行活动在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
础上已进入了攻坚阶段。 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加强对专项活动
开展的督促检查， 力求在进一步改善执行环境、 切实增强执行
权威、 有效缓解执行难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为推动“十二五”

规划开局之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最高人民法院还公布了九起反规避
执行典型案例（见今日三版）。

企业污点信息进入征信系统并向社会公布
四川建立与工商管理部门执行联动机制

今年
3

月
29

日， 重庆市荣昌
县政法委书记李英军在探望完一位
病重法官后， 军人出身的他用一个
有力的军礼表达了自己对这位法官
的深深敬意。

在这个军礼的背后， 展现的是
一名法官的壮丽人生。

上篇：审案近千件件铁案
相比荣誉， 我更愿意品尝成功

结案且无错判的那份甘甜。

———毛义权

法官名叫毛义权， 现任重庆市
荣昌县人民法院刑庭庭长。

1991

年， 进入法院工作前，

毛义权是一名体育老师。 非“科
班” 出身的他深知“笨鸟先飞” 的
道理。 采访中，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毛义权的爱好只有一个， 那就是读
书。 苦学法律知识、 勤修审判技
能， 让他很快成为刑事审判工作的
行家里手， 成为荣昌法院的审判骨
干。

学习的同时毛义权不忘思考。

2007

年
4

月， 毛义权参加了一次
刑事调研工作会。 在这次调研会
上， 新型毒品犯罪如何定性问题成
为会议焦点。 会后， 毛义权决定对
这一新领域问题进行探索。 经过刻
苦钻研， 毛义权写出了一篇调研文
章———《从精神药品到毒品———新
型毒品案件的追诉问题初探》。 文
章中， 毛义权从毒品的概念到新型
毒品的认定， 从全重庆新型毒品案
件发生情况到判决的定性方式， 一
一进行了论述。 该文经过权威法律

刊物发表后， 在刑事审判领域引起
了很大反响。

“我们都特别喜欢跟毛庭长探
讨法律问题。 他的脑袋就像一个化
解问题的聚宝盆， 没有他解决不了
的疑难案件。 往往在探讨一个案件
时， 他能马上给我们举出几个相类
似的案件供我们参考。 这种能力不
是一朝一夕就能具备的， 我们特服
气他。” 刑庭书记员黄亚对记者说。

在刑事审判工作中， 毛义权深
知自己手中的权力有多重： “我虽
然不握有生杀大权， 但却握有剥夺
罪犯自由的权力。 所以每一件案件
我都必须做到慎之又慎， 不能因为
我的错判而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在他的心目中， 宽严相济的判案原
则一直是底线。

2007

年， 一起特殊的案件摆
在了毛义权面前。 这是一起故意杀
人案。

2001

年， 荣昌县河包镇海
月村

58

岁的农妇于道银在
3

位邻
居的配合下毒杀了自己

28

岁的儿
子胡年友。 此案在

5

年后才被发
现， 于道银被逮捕后坦然认罪， 并
想一人揽责。

案件本来很普通， 然而就在此
时， 毛义权收到了一封联名信， 海
月村

160

余名村民具名请求法官轻
判于道银。 “虎毒还不食子呢， 可
这个杀死自己儿子的人怎么会有这
么多人为她求情？” 毛义权困惑了。

之后， 他迅速组织本庭干警前往海
月村进行调查。 这次调查让毛义权
了解了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

于道银在
30

岁那年才有了自
己的儿子， 这在农村算是高龄得
子。 她对这个儿子很是溺爱， 含在

嘴里怕化了， 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辛
茹苦将其养大。 然而， 让于道银没想
到的是， 这个得到了她太多爱的儿子
长大后竟然成为村里远近闻名的恶
霸。 “坑蒙拐骗， 敲诈勒索， 调戏妇
女， 没有哪件坏事他不做的。 在家里
也一样， 连对他自己的老父母也经常
是张嘴就骂， 抬手就打， 后来竟然用
火药枪打瞎了他爸爸。 再后来还听说
他要整死自己的妈妈。” 海月村原村
主任尤恩华对记者说。

再也无法忍受儿子恶行的于道银
萌生了“既然我生了这个孽种， 就让
我来处理他” 的想法。 于是她从集市
上买回灭鼠药， 同时找来平时也对其
儿子痛恨不已的

3

位邻居， 在他们的
帮忙下， 将其儿子毒杀。

了解清楚情况和村民的意愿后，

毛义权慎重审理了此案， 经过合议庭
合议之后， 以被害人存在重大过错甚
至严重违法行为为由， 且

4

名被告人
犯罪情节较轻又均系初犯， 依法减轻
作出判决： 于道银等

4

名被告人犯故
意杀人罪，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判决之后， 好评
如潮。 紧接着， 毛义权又带领合议庭
法官赶到海月村， 向村民们详细解释
了判决缘由， 村民们纷纷鼓掌叫好。

“说实话， 我到现在都不认识毛法官。

他来村里的时候我都不在。 但这个案
子他处理得既合理又合情。 这是一个
有情有义的好法官。” 曾经是联名信
发起人的尤恩华对记者说。

“根据刑法规定， 犯故意杀人罪
者， 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
或死刑； 情节较轻者， 判三至十年有
期徒刑。 于道银的命运决定于她犯罪
情节的轻重， 而此事对社会影响的好

坏则决定于我对她的判决。 我必须找
到能够轻判的有力证据。” 毛义权对
记者说。

办案严谨、细致、果断、驾驭庭审
能力非常强， 是荣昌法院上至领导下
至普通法官给毛义权的一致评价。 他
所办理的近千件案件，无一错案。通过
努力， 毛义权从一名普通法官一步步
成长为刑庭庭长，“半路出家” 的他已
经成为荣昌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的“金
字招牌”，获得市级、县级荣誉无数。而
毛义权却将这些荣誉证书全部放进抽
屉里， 他告诉记者：“毕竟成绩是过去
的，相比这些荣誉，我更愿意品尝成功
结案且无错判的那份甘甜。 ”

下篇：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只要死亡之门不提前向我敞开，

我还会为荣昌当好“卫士”， 为荣昌
法院争创全国一流法院奋斗不止！

———毛义权

2006

年
11

月， 在一次例行体检
中， 毛义权被告知患上了肾癌， 必须
尽快切除左边的肾脏。

面对病情， 毛义权想到的却是：

“我不怕挨刀子， 可我住院了， 手头
这几个案子怎么办啊？”

下转第二版

依法治国的道路还相当漫长， 还需要一大批忠诚的法律卫士， 用他
们燃烧的生命， 去提醒公众、 去告诉这个大步前进的国家： 法律就在当
下， 法律从来不曾离开！ 有很多很多像毛义权一样痴情于法律的法官，

不抛弃不放弃， 一直在岗， 在春风中守望法制中国的美丽远景。 请看今
日二版本报评论员文章———

生命的守望

近期， 在高温、 暴雨、 洪涝交替出现的情况下，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特
别注重涉及农村生产、 生活等各类案件， 把法庭直接“搬” 到乡村院坝。

7

月
5

日， 该院龙驹法庭法官冒着高温到普子乡砖瓦村开庭审理两起民间借款纠纷案
件。 图为法官在当事人家门前开庭。

李富文摄

深入宣传 依法制裁 强化查控 完善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进展情况综述
（文见二版）

本报讯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
讲话中的论述， 精辟总结了我们党

９０

年辉煌成就和历史经验， 也为党团结带
领人民开创美好未来指明了前进方向。

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全国法院
系统引起强烈反响， 各地法院纷纷召开
学习会议， 深刻领会， 认真贯彻。

7

月
4

日，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召开中心组学习会， 认真学习贯彻
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内蒙古高
院院长胡毅峰要求，内蒙古各级法院要深
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
神，在结合法院工作上做文章，重点抓好六
项工作：一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以最高人

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十个始终坚持”的要
求，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法院工作的
指导思想。 二是抓好审判执行第一要务，

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 三是抓好“两
项活动”和“警示教育年”活动，深入开展群
众观点大讨论，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切实增
进群众感情，努力提高做群众工作的能力。

四是抓好班子队伍建设，努力建设一支政
治坚定、业务过硬、一心为民、公正廉洁的
法官队伍， 提升审判质量和司法公信力。

五是抓好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各
项司法体制改革任务的贯彻落实，深化司
法体制改革。 六是抓好基层基础建设，加
大软硬件建设投入力度。

在同一天，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各
支部为单位， 组织干警原原本本学习胡锦
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并进行了深入讨
论。 湖北高院还向全省法院下发《通知》，

要求各级法院立即组织全体干警认真学习
领会讲话精神， 迅速掀起学习热潮。 《通
知》 要求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紧密
联系各级法院工作实际， 认真实施审判质
量、 司法为民和基层基础“三项工程”，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
7

月
4

日召开
党组扩大会，学习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

河南高院院长张立勇就如何学习把握讲话
的精神实质提出了五点要求： 首先要认真

学习讲话的全文， 机关党委要制订学习计
划，保障学习时间。二要运用审判职能为经
济建设中心服务，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三要
把人民放到最重要的位置。四要勇于探索，

创新审判管理。五要抓好反腐倡廉工作。

7

月
5

日上午， 河南高院又在新郑市人民法
院召开“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推进会，进行全省法院“群
众观点大讨论”动员部署。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振华在
7

月
4

日强调， 全省法院要迅速掀起学习胡
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热潮， 把学习讲话
作为当前最重要、 最紧迫的政治任务。 王
振华指出，全省法院要紧紧抓住集体学习、

专题研讨、推动工作三个环节，做好“四个
结合”，即与学习周永康同志在全国政法系
统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 与开
展创先争优及“坚定信念、发扬传统、执法
为民，争做雷锋式政法干警”主题教育实践
活动结合起来， 与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结合
起来， 与努力提升队伍素质、 提升审判质
量、提升司法公信力结合起来。

7

月
4

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
党组扩大会议， 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 北京高院院长池强要求， 全
市各级法院全体干警要领会讲话精神， 切
实在审判工作中增强群众观念， 强化宗旨
意识， 改进司法作风， 进一步有效推动提

升队伍素质、 提升审判质量、 提升司法公
信力。 要创新审判管理， 实现科学发展，

构建符合首都法院发展要求的科学管理体
系和管理方法， 推动全市法院科学发展。

（记者陈小康杨文斌宋建波
张之库李国清陈群安陈海发冀天
福鲍雷刘玉民通讯员史燕龙
王伟宁）

本报讯 （记者王书林通讯员雷韬吴新民） 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迎七一庆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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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表
彰大会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分院机关党委和伊宁县、 新源县、 巩留县

3

个基层人民法院党
总支， 受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的表彰。

针对法院队伍中党员占绝大多数的实际情况， 伊犁州分
院党组厘清思路、 找准定位， 紧抓党建； 加强对

10

个基层人
民法院党建工作的具体指导， 形成了以党组领导为中心、 机
关党委抓机关党建、 政治部指导基层人民法院党建工作的新
格局。 分院党组精心部署， 始终坚持“政治建院” 方针， 扎
实开展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和学习型法院活动， 设置“月月有
大课， 周周有学习” 的党员教育规划， 学以致用、 以用促
学， 理论联系实际， 不断提高党员干警的政治理论素养和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分院

8

个党支部健全联系群众制度， 每
个党支部每月轮流进街道社区过组织生活。 他们与伊宁市艾
滋病防治协会签订共建帮扶协议书， 每年帮助该市吐排店社区
3

名少数民族艾滋病孤儿； 党员干警积极向贫困户捐款捐物，

为生活困难居民送去生活用品， 增进了与各族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

以执法办案作为开展党建工作的主战场， 分院及各基
层人民法院努力发挥党建工作的推动和保障作用， 按照党
员干警“讲党性、 重品行、 作表率” 要求， 大力开展“党
员突击队”、 “党员先锋岗” 活动， 党员干警勇挑重担、 冲
锋在前。 党员干警模范作用推动了审判执行工作的顺利进
行， 实现了审判指标“三升三降” 的良好态势： 上诉维持
率、 民事案件调撤率和服判息诉率上升， 上诉改判和发回
率、 申请再审率和涉诉信访率下降。 伊犁州分院被评为
“

2010

年全区分、 中院绩效考评优秀单位”； 新源县人民法院
被评为

2010

年度全国优秀法院。

伊犁州法院紧抓党建创一流业绩

病痛中， 毛义权仍然坚持履行人民法官的职责。 钟丽君摄

用生命去热爱

———记重庆荣昌法院法官毛义权

本报记者张景义谢晓曦本报通讯员钟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