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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于振宇
通讯员 李性典 向海峰 牛多银

“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
执行难问题，破除实现公平正义的
最后一道藩篱。 ”2016年3月，最高
法院作出的这一庄严承诺，在长沙
法院正成为生动实践。

近年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锐意探索创新、精准发力，向执行
难全面宣战，使当事人的“纸上权
利”变成“真金白银”，彰显了司法
权威和公信力。

12月25日，记者走进荣获“全
国法院先进集体”称号的长沙中院
执行局，近距离感受其执行的力度
和温度，解读破解执行难的“长沙
模式”。

既有“霹雳手段”又显
“菩萨心肠 ”， 增强人民
群众获得感满意度

“解决执行难是提高人民群众
获得感和满意度的‘民心工程’，长
沙两级法院以霹雳手段显示了破
解执行难的决心与力度。 ”长沙中
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范登峰语
气坚定。

“我们现在依法强制腾房，请立
即打开门锁！ ”2016年8月5日，长沙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借贷案标的
物实施强制执行。 该两处房产分别
于2014年12月及2015年1月拍卖成
交，用以偿还原告1176万元垫付款。
被执行人李某某、 冯某某却赖在房
子里不肯搬走。 拍卖人支付130余万
元的拍卖款达2年之久，却仍未拿到
房子。 当天，在省高院执行局的统一
协调指挥， 长沙市中级法院及岳阳
市中级法院共出动30多名执行法官
和50多名法警实施强制腾房， 并于
当天下午顺利交付买受人。

这是长沙市两级法院开展
“夏日执行风暴”专项行动的一幕。
2016年6月， 长沙两级法院加强执
行力度，采取限高、悬赏、搜查、查
封、扣押、拘留、罚款、夜间执行、凌
晨执行等强力措施，向拒执行为重
拳出击。 短短34天，执结积案旧案
2281件，执行到位金额6.35亿元。

2016年以来，全市两级法院向
公安机关移送涉嫌拒执行案件25
人，已判决6案7人，移送请求协助
查找控制案件519件533人。 全市法
院司法拘留665人， 采取搜查措施
422次， 对93名失信被执行人予以
罚款。

在长沙，执行也不乏温度和司
法柔情。

在长沙中院干了多年执行工
作的法官王力夫介绍，在涉及一对
老年夫妇的执行案中，为保证执行
公平公正，整个过程中，法警对他
们的物品逐一登记在册， 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新闻媒体
进行现场监督，长沙市中院微博现
场直播。 考虑到这对老年夫妇暂时
无处可去，执行干警又动用司法救
济手段为他们租了半年的过渡房。

从 “大海捞针 ”到 “一
网打尽”，信息化建设织出
天罗地网

执行难， 第一大难题是查人找
物难。

长沙中院执行局执行三庭副庭
长牛多银告诉记者：“在以往的执行
模式中，有时有‘大海捞针’的无力
感。 调查被执行人存款、产权等信息
时，需要派人、派车把协助执行通知
书交给协助单位，浪费了大量时间，
查扣案款也要在不同的单位之间往
返奔波。 ”

向科技要执行力！
为了给执行查控工作插上“翅

膀”,长沙市两级法院依托“互联网+”
技术，积极构建与公安、金融、国土、
房管、工商、税务、边检等部门的互
联互通，实现对房产、车辆、企业登
记、纳税等情况全方位“点对点”查
询，进一步挤压“老赖”藏身空间，执
行效率大幅提升。

“系统可以查询14类16项财产
信息， 基本实现了对主要财产信息
的‘一网打尽’。 案件从立案庭移交
给执行部门， 内勤即开始用查控系
统进行查询， 法官签收案件的当天
查询结果已经在系统上显示， 可马
上据此作出扣划裁定。 第二天到银

行扣划案款， 从收案到结案最短仅
仅两天。 ”牛多银说。

长期以来，执行力量分散、协调
不畅、 指挥不力等问题在一定程度
上困扰着人民法院。 长沙中院依托
信息化的执行指挥中心， 强化了上
下级法院的互联互通， 实现与辖区
基层法院、 湖南高院以及最高法院
执行指挥中心上传下达、异地调度、
快速反应以及网络监管、流程管控、
执行案款监督、信访督办、工作考评、
重大案件统一指挥等功能， 做到了
执行现场全程留痕、 应急指挥远程
可视化。

“报告，黑龙江省三级人民法院
及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执
行法官已在执行现场就位， 请指
示！ ” 2016年9月20日，在湖南、黑龙
江两省6家法院的三级联动下，岳麓
区法院成功完成一次异地执行扣
押。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运用四级联
网执行指挥系统， 在最高院亲自参
与指挥调度40余名警力现场执行。

执行当日，执行现场音像通过执
行指挥车、单兵作战仪及时传回两地
6家法院的执行指挥中心， 由指挥中
心综合判断，共同协调、远程指挥。 黑
龙江高院负责对被执行人厂区内三
个进出口进行控制；哈尔滨市中院负
责引导释明；岳麓区法院负责送达扣
押文书、清查扣押财产；道里区法院负
责临时管控扣押车辆。

由于指挥得当，现场配合紧密，
法院最终成功扣押被执行人泵车、
搅拌车16台， 为申请执行人挽回经
济损失600余万元。

执行指挥中心运行以来， 已成
功开展近百场执行清场现场的远程
指挥。

为最大化实现执行当事人利
益， 长沙市两级法院全面推行网络
司法拍卖。 2017年以来，长沙市两级
法院共进行网络司法拍卖2290件、
成交量 576件 、 标的物成交率达
90.14%、成交金额14.32亿元、平均
溢价率29.84%、 为当事人节约佣金
3832.79万元。其中，长沙中院进行网
络司法拍卖701件，成交125件，成交
金额7.31379亿元， 标的物成交率
96.9%，平均溢价率达30.83%，为当
事人节约佣金950.15万元。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构建破解执行难大格局

2015年1月20日，长沙火车站人
来人往，偌大的电子屏幕上赫然出现
了一组“老赖”名单和照片，引得不少
市民驻足围观。 这是长沙两级法院
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公布的
信息包括“老赖”的照片、身份证号
码、拖欠的金额等。 2016年10月，该
事件被评为“湖南省最具影响力法治
事件”。

为加强日常监督检查，长沙两级
法院利用报纸、电视、微信、微博等多
种形式全方位、立体式公布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信息，将信用惩戒真正落实
到位，有效促进被执行人自觉履行人
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

“我们与湖南省通信管理局建立
联动长效机制，在全市用定制彩铃、
短闪标签、短信提示以及悬赏信息等
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曝光惩戒，
倒逼失信被执行人不敢失信、不能失
信、不愿失信。 ”范登峰介绍。

2017年7月，天心区法院试点为
老赖定制专属彩铃后一周，起到立竿
见影的效果：17人入围名单中，1人
主动履行、1人选择和解、4人主动联
系法院协商。

随着信用惩戒之网日益收紧，老
赖们越发感到寸步难行。

长沙中院联合40余家市直机关
单位集体向“老赖”宣战，依法对失信
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限
制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等，限制在金融机
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 限制政府采
购、招标投标、项目审批等，让失信被
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一处失
信，寸步难行。

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全市法
院对22911名失信被执行人纳入最
高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对
19892名失信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
对6855名失信被执行人限制出境，
2397人主动履行义务， 履行金额
9616万元。

2017年以来， 全市法院受理执
行案件56019件、旧存12966件，执结
52790件，执结率近80%，执结标的
金额211亿余元。

通讯员 左金阳 沈汇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感谢党和政府挂念我们， 送
来了棉衣棉被， 我感到心里暖洋洋
的。” 12月24日， 湘潭市雨湖区长
城乡敬老院何冬霞老人高兴地对记
者说。 当天， 雨湖区慈善会组织社
会爱心人士开展“寒冬送温暖” 活
动， 为长城敬老院等机构的老人送
去大米、 食用油、 棉衣棉被等过冬
生活物资。

今年以来， 雨湖区以创建“五
化” 民政 （人本化、 法治化、 标准
化、 信息化、 社会化） 示范区为引
领，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强对
低保、 五保、 孤儿、 流浪乞讨人员
等困难群体救助和兜底保障， 增强
困难群众获得感。

低保卡上钱多了
涉及民生保障， 雨湖区拿出的

都是真金白银。 该区先锋街道中心
村城市低保户张小毛近日从银行领
到低保金， 发现自己账户里面多发
了515元， 一问才知道原来从今年1
月开始， 雨湖区城乡低保人均补差
提高标准10%， 她从1月至12月共
补差515元。

与张小毛一样享受到低保补差
提标实惠的， 在雨湖区共有13.2万
多户。 按照创建“五化” 民政示范
区要求， 雨湖区委、 区政府今年多
次研究财政资金进一步向民生领域
倾斜工作， 城乡低保补助水平当年
实现提标， 12月中下旬， 这部分
1400余万元补助资金全部到位。

该区还在全省率先实现扶贫
标准与农村低保标准“两线融
合”； 加大农村散居、 生活不能自
理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力度， 对他
们的年供养标准提高至7200元；
百岁老人长寿保健金调标至每人
每月500元； 散居孤儿按照每年
不低于7200元的标准发放基本生
活费； 低保户残疾人“两项补贴”
提高至110元/月。

有了急难多重救助
雨湖区认真贯彻民政部等六部

委 《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救助与城

乡居民大病保险有效衔接的通知》
要求， 提高大病保险、 商业保险和
医疗救助制度综合保障效益， 还通
过搭建临时救助、 医疗救助和慈善
援助“三位一体” 的救助格局， 筑
牢民生托底防线。

“多亏了国家政策好， 补助了
1.5万元， 不然日子更加难过。” 雨
湖区姜畲镇宋增红是一名五保对
象， 患有冠心病、 动脉硬化等疾
病， 她今年7月动了一场大手术，
报销了医疗费后自己还要负担4万
多元。

考虑到她的实际困难， 区民
政局特事特办， 为她申报了区级
“救急难” 并向市民政局申请市级
“救急难” 资金， 争取两项救助共
1.5万元， 最大限度为其减轻了经
济负担。

今年截至 11月， 全区发放
“救急难” 资金138.24万元， 通过
慈善会、 社会组织、 爱心企业等渠
道开展其他慈善救助360起。

特困户迎来乔迁之喜
“建新房政府补贴了6万元，

自己没掏多少钱。” 姜畲镇农民吴
碧霞说起她建新房的事， 非常满
意。 吴碧霞老伴去世多年， 原来孤
身一人居住在破败的老房子里， 今
年被纳入该区为民办实事项目的特
困户建房工程， 3个月不到就建好
了一套混凝土结构的新房。

雨湖区今年帮助像吴碧霞这样
的建档立卡扶贫户、 低保五保户等
对象开展农村特困户建房， 在民政
配套保障资金4万元的基础上， 整
合住建、 国土、 扶贫等部门资源，
大大提高了资助标准。 2017年特
困建房对象20户， 11月之前都已
经搬进新房。

救助力度加大， 更加应当精
准救助。 今年以来， 雨湖区开展
民政服务对象精准认定专项行动，
对民政服务的城乡低保、 特困供
养、 留守儿童、 失能半失能老人
等困难对象进行全面摸排梳理 ，
通过信息平台系统核对， 一年来
查处清退违规领取残疾人“两项
补贴” 资金46人， 追回低保资金
近12万元。

让“纸上权利”变“真金白银”
———解读破解执行难的“长沙模式”

增强困难群众获得感
———发生在湘潭市雨湖区的民生故事

幸福新湖南 民政伴你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