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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格局攻坚 全领域发力
——四川眉山法院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姜郑勇 本报通讯员 古笑言

节约维权成本 缩短确权周期

宁波知产法庭与国家知产局复审委联动审案

本报讯 （记者 程 勇 梅 瑰
通讯员 徐颖慧 詹钧名）近日，湖
北省蕲春县人民法院和县环保局组成
执法小分队，对横车镇两家违法排污
养殖企业和八里湖某矿产品有限公司
进行联合打击，并现场责令其进行整
改、缴纳罚金。

2016 年，县环保局已对涉案企
业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但其迟迟没
有落实相关整改措施。执行当日，执

法小分队先后赴违法企业，重新测评
现场设施和卫生情况等，并作出限期
整改及罚款的决定。

开展环保执法活动是该县落实
“三大攻坚战”重要一步。蕲春法院
发挥审判职能，加强与各部门之间的
协调配合，完善公益诉讼案件的信用
惩戒机制，严厉打击非法生产、违法
排污的行为，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
力司法保障。

【湖北蕲春县法院】

联合环保部门对违法企业专项执行

本报讯 日前，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与国家知识
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下称国家知
产局复审委）就同一专利权的无效宣
告请求与专利侵权民事诉讼开展联动
审理。

今年1月17日，原告宁波某车业
有限公司作为两项涉及童车产品的外
观设计专利权利人，向宁波知识产权
法庭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宁波某
儿童用品有限公司等承担专利侵权民
事责任。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向
国家知产局复审委就涉案的两个外观
设计专利提出无效宣告请求。

由于专利无效宣告审查属于行政
程序，以往法院一般先中止民事侵权
诉讼的审理，待国家知产局复审委发
布结论后再恢复审理，故案件审理期
限较长，且当事人需要在北京和起诉
地之间来回奔波。为此，宁波知识产
权法庭受理该案后，及时与国家知产
局复审委进行沟通，决定依托双方共
同在宁波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设立的无
效案件巡回审理庭暨知识产权巡回法
庭，对案件进行联动审理。

审理当日，国家知产局复审委工
作人员、宁波知识产权法庭合议庭成
员及案件双方当事人均来到巡回法
庭。国家知产局复审委首先对无效宣
告请求进行了口头审查，之后，宁波
知识产权法庭在同一审判庭无缝对
接，开展本案民事侵权诉讼庭审活
动。整个联动审理过程持续 4 个小
时，来自浙江的多家知名企业和法律
机构代表共计50余人观摩了庭审。

宁波中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联
动审理既节约了当事人的维权成本，
缩短了专利侵权纠纷中的确权和维权
周期，同时也促进了知识产权司法与
行政的交流，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积累
了更多经验。”

据了解，宁波知识产权法庭还
与国家知产局复审委就建立专利案
件审理的司法与行政长效合作机制
达成意见，包括建立涉诉复审案件
优先审查渠道、技术类案件专家咨
询制度，缩短涉诉行政案件审查期
限等。

（余 宁 邓梦甜）

为促进高校法学理论研究与法院司法实践的优势互补，共同培养高素质法
治人才，6月8日，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安徽师范大学联合成立的公正
司法研究院在安徽师范大学挂牌。芜湖中院院长胡敏与安师大副校长彭凤莲共
同为研究院揭牌，并签订了合作意向书。

刘 钰 娄 洁 摄

今年以来，四川省眉山市两级法
院全力以赴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依
托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大格局，坚定
决胜信念，一项一项工作抓落实，努力
探索各项机制创新，强力推进眉山执
行攻坚。

全市一盘棋

“今年执行攻坚，我们法院要给相
关部门打分，不配合、不支持的直接扣
分。”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院长徐家
雄介绍说，基本解决执行难被纳入今
年东坡区区委专项目标考核，并增加
正负5分的考核分值区间。

近年来，眉山全面构建起党委坚
强领导、人大加强监督、政府有力支
持、政法委强化协调、法院主动作为、
部门通力配合、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
执行工作大格局，执行工作进入了力
量最强、环境最优、保障最好的阶段。

眉山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部署
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市委书记慕新
海提出要求，执行质效要争取走在全
省全国前列。执行攻坚工作写入了
党代会报告和市委、市委常委会工作
要点。

眉山市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加
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决定》，提出八
方面具体要求，压实15个相关部门职
责，并专题调研、专项审议、调研督导、

专项质询、测评。
监察、公安、国土、房管、银监、拆迁、

公共资源交易、工业园区等有关部门和
8 家在眉金融机构，对法院提出的支持
事项，照单认领，根据职责出台了支持法
院执行工作的具体办法，执行工作真正
形成了全市一盘棋。

上下一股绳

全国人大代表罗朝运仅在 5 月份，
就两次赴法院参与执行活动：“上次到丹
棱县双桥镇执行两起案件，参与了全过
程，体会了法院执行的难度，看到了法院
工作的力度。今年是执行攻坚年，已经
实实在在感受到眉山法院执行工作的提
升，身边群众对执行工作的认可度也明
显提高。”

执行攻坚战的冲锋号吹响以来，
眉山市两级法院将执行工作作为“一
号工程”强力推进。在全市法院基本
解决执行难攻坚决胜领导小组第一次
会议上，眉山中院院长张能下达了总
攻战斗命令。

以“院长大比武”抓好一把手，督促
院长亲自协调重大事项，亲自办理执行
案件，亲自审判拒执案件。一有空就到
执行指挥中心翻数据、查案件、连线执行
现场，还随时关注公众号、微博的执行宣
传有没有到位，甚至亲自担任审判长审
理涉拒执罪案件，这些都是眉山市两级

法院院长们共同的新常态。
5月14日，眉山市两级法院启动了

“曙光行动——决胜 2018”集中执行专
项活动。前后三天时间，执结案件 138
件，执行到位金额 3702 万元，集中兑付
执行案款335万元，拘留“老赖”15人，移
送公安机关6人，以拒执罪判处2人，约
谈被执行人 128 人，专项行动掀起了攻
坚热潮。

据悉，今年1至5月，眉山全市法院
已司法拘留40人，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
事责任10人，对1588名失信被执行人进
行信用惩戒，多管齐下让“老赖”寸步难
行。

全域一张网

“法官，被执行人朱某有茶叶加工
厂，有偿还能力。他本人现在在家！”5
月15日，洪雅县人民法院执行局通过智
慧执行系统，向县网格中心推送了一条
协助查找被执行人的请求，随后，接到网
格员的反馈，执行干警当即同网格员一
起前往朱某所在的将军乡。

执行干警到达时，朱某不在家。拨
通其电话，欲见面沟通，却遭拒绝。网
格员利用其人缘地缘优势，重新查找线
索，带领执行干警绕盘山路前往一茶
地，继续寻找朱某。一见朱某，执行干
警迅速将其控制。朱某没想到这么快
就被找到，慑于执行威慑力，当场支付

了欠款。
从收到网格员反馈线索到案件执

结，历时仅6个小时。
法院执行借力网格员，延伸作战

半径，实现了全域覆盖。全市9784名
网格员与81名执行干警分组配对，覆
盖 9915 个网格，协助查人找物、见证
执行、调处纠纷等，成为眉山执行攻坚
的重要力量。

网格员在眉山全市推广的智慧执
行系统这张网上，像一个触点，开启了
多条“作战线路”。

智慧执行系统，可以说就是“一个
平台+两个 APP”。执行部门通过智
慧执行指挥管理平台指挥调度，执行
人员通过“移动执行”APP系统办案，
当事人通过“阳光执行”APP快速获取
案件执行信息。

执行指挥平台与办案系统、查控
系统、网络司法拍卖系统、网格员协助
执行系统等对接融合，实现节点管理、
异常警示、财产查控、信息交换、终本
管理、案款管理、决策分析、远程指挥
等八大功能。

今年，眉山市在全省率先推广智
慧执行系统，创新执行网格化机制，探
索执行指挥中心实体化运行……眉
山，正向着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迈进，
并持续发力，让切合眉山实际的创新
生根发芽、不断升级。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
法院少年庭家事法官 邓 娟

送给孩子的礼物

“六一”是儿童的节日，而我作为
一名法官，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为两
个可爱的孩子送上了我给他们的儿童
节“礼物”。

这是一件离婚诉讼案，争议的焦点
就是孩子的抚养权。女方要求两个孩子
的抚养权归她，男方则要求一人一个。

女方说：“我满心都是孩子，平日
里都会记录下他们成长的点点滴滴，足
足12本。你们看！”

女儿说：“求求你们，不要让我和
弟弟分开。”

而已回潮汕老家的男方，则因为当
地对男孩特别看重的风俗，坚决要求由
他抚养儿子。

儿子一旦被父亲带走，今后兄妹二
人将很难相见。如何能更妥善地化解矛
盾？我决定邀请沙盘师，给孩子与父亲
做一次沙盘游戏。通过沙盘游戏的测
试，我们观察到，儿子对于父亲的情感
依赖程度较低，父亲对儿子的关爱程度

明显不足。与此同时，我委托到女方家
中进行家事调查的社工也反馈，女方目
前的现实情况有利于儿女的健康成长。

其实，男方的压力主要来自自己的
家人。为此，我拨通了男方父亲的电
话，表达了我同样作为一个母亲对抚养
孩子的观点：孩子最关键是要培养成
才，做一个善良、孝顺、有用的人。从
目前的各方因素看，如果两个孩子在广
州生活其实更好。只要母亲能够教育
好，让孩子们经常打电话问候爷爷奶
奶，寒暑假回老家探望，懂得感恩，平
日在谁身边都不是最重要的。老人家渐
渐认同了我的观点，最终同意孩子放在
女方这里抚养。

待老人的工作做通，我们又给男方
提出了法官的专业建议：增加“抚养权

可变更”条款的约定，以及把男方的
探视权、寒暑假带孩子回老家跟家人
团聚等愿望均明确下来。

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谈判，最终
男方同意一双儿女均由女方抚养。至
此，争执不休的抚养权归属纠纷终于
在儿童节前得到圆满处理。

作为一名家事法官，处理案件时不
能仅仅通过一纸判决确定孩子的抚养
权问题，更多的要带着情怀、带着爱去
让当事人感受到法院、法官的关爱，带
着爱的觉察去庭审，尊重每一个应该尊
重的人。每一次庭审、每一件案件都是
爱的流动和传播，只有让爱流淌起来，
祖国的花朵才能茁壮成长。

本报讯 日前，江苏省盐城市大
丰区人民法院对大丰区检察院审查起
诉的寻衅滋事、抢劫、盗窃、贩卖毒
品等5起案件7名被告人进行了集中
公开宣判，200余名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及群众代表受邀参加旁听。

扫黑除恶活动开展以来，大丰区
法院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和审判团队，
具体负责涉黑涉恶刑事案件的审理。

同时，注重同公安、检察、司法等部
门的配合联动，加大对涉黑涉恶财产
处罚及执行力度，形成扫黑除恶斗争
打击合力。并在审判工作中坚持源头
治理、系统治理，积极延展审判职
能，对发现的行业管理漏洞及时通过
司法建议等方式通报相关部门，促进
相关部门加强监管。

（徐远峰 曹金晶）

【江苏盐城大丰区法院】

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李奶奶，这是您的受理通知书。您起诉的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我们已经成功
立案了，请一定要保管好相关材料，等候通知。”6月12日，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
院法官孙培森、梁继红来到位于许昌市的一家老年公寓，上门为94岁高龄的李
老太提供立案服务。

赵市伟 廖启楠 摄

6 月 8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
市人民法院全体45名执行干警前往
大里镇古红村，对一起渔业承包合同
纠纷案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李某两兄弟与村组签订了承包
鱼塘协议，承包期从2003年1月1日
至 2012 年 12 月 30 日止。但二人自
2010年起，一直未支付租金，且不愿
意拆除建在塘坝上的违建房屋。该
案经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
判决解除协议，李某两兄弟拆除所建
房屋、清除所种植物并支付所欠租金
共 2000 元。判决后，两兄弟长期不
履行。

“我就是不履行，看你们能拿我
怎样！”在执行干警勘察现场时，两兄
弟暴力妨碍执行，谩骂不停。一被执
行人的妻子在执行现场装病脱衣，野
蛮阻挠。面对若干阻力，执行干警没
有手软，对李某兄弟采取司法拘留措
施，闹事的被执行人妻子也迅速被隔
离。

法警熟练地拉好警戒线，挖掘机
进场作业。历时3个多小时，鱼塘终
于恢复原状。图①：法官向群众解释判决内容。

图②：态度蛮横的被执行人被拘留。
图③：被执行人妻子企图阻止执行，被法警暂时隔离。
图④：拆除建在鱼塘边的房屋。
图⑤：执行干警现场砍伐芭蕉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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