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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黄卫红 唐三伏 曾妍

初冬时节， 寒意渐浓， 记者到
永州采访， 感受的是永州法院执行
工作的力度和热度。

2017年年度考核， 永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实际执行率高于全省平均
值4个百分点以上， 执行标的到位率
高于全省平均值20个百分点以上，
执行周期少于全省平均值60天。 永
州中院党组书记、 院长罗重海介绍，
永州法院的民调已连续3年跻身全省
前3名,执行工作功不可没。

构建大格局， 形成合力
执行难， 一定程度上难在形成

合力。 罗重海认为， 必须布一个大
局、 织一张大网， 形成合力。 为此，
他向永州市委主要领导汇报， 请求
支持。

2017年5月22日， 永州市委书
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晖到永州
中院调研， 明确要求全市各级党委、
政府把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作为法
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 形成“党
委领导、 政法委协调、 人大监督、
政府支持、 法院主办、 部门配合、
社会各界参与” 的综合解决执行难
大格局。

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的
意见》， 将解决执行难纳入综合治
理、 法治永州、 党风廉政建设的重
要内容， 实行“一票否决”。 永州各
县区随即陆续出台了相关意见和考

核办法。
今年初， 经永州中院积极争

取， 永州市委政法委牵头， 联合
公、 检、 法三部门发布 《关于敦促
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法律义务的通
告》， 开展联合打击拒不执行人民
法院生效判决、 裁定等犯罪专项行
动。 法院与公安、 检察、 国土、 工
商、 税务、 房产等部门联动 ,布下
全面掌握被执行人去向信息、 财产
线索信息的“天罗地网”。 全市两
级法院将该通知在城区、 乡镇、 社
区、 街道、 村 （居） 委会张贴， 使
被执行人无处遁形。

“110吗？ 我看到周某了， 你们
赶紧过来吧。” 今年9月的一天， 群
众的举报电话打到了110。

原来， 周某是一个建筑工地的
小包工头， 工人刘某在粉刷墙壁时
从梯子上摔下来，导致小腿骨折，听
力神经损伤。 周某支付5000元医药
费后，拒绝继续支付，刘某将其告上
法庭。 法院判决后，周某躲藏两年，
逃避执行。刘某四处借债医治骨折、
植入人工耳蜗,共花费13.8万元。 两
年以来， 执行法官每逢过年过节都
去周某住处蹲守，一无所获。 今年9
月，周某在邻县包工程，被群众发现
后报警，被民警抓获移送法院，履行
了赔偿义务。

在群众举报下， 一个个拒不
执行者被抓获， 一批批案件被执
结。 2017年， 永州打击拒执等犯
罪判处刑法人数占全省89人中的
48.3%， 省高级人民法院推广了这
一经验。

第三方监督， 晒足 “阳光”
执行工作涉及面广,如何避免出

现乱作为、 不规范行为？ 永州市中
院在全省首创第三方监督机制,邀请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人民监督员
等全程参与执行,一大批疑难复杂案
件在公开、 公正、 规范、 透明的程
序中得到有效执行。

因道路改造需要,新田县人民政
府依法征收了一处出租房屋。 在房
屋租赁到期前 ,业主乐某等5人以书
面形式告知租户黄某不再继续出租
房屋,但黄某一直未搬出。 乐某等5
人遂诉至法院。 二审终审判决生效
后,黄某仍未按判决书履行,乐某等5
人申请强制执行。 新田县人民法院
向黄某发出执行通知书,但黄某仍然
拒绝自动履行,导致新田县滨河西路
不能顺利改建。 新田县法院在部分
县人大代表、 县检察院、 县司法局
公证处有关工作人员的监督和公证
下,对黄某予以强制执行。

自2016年4月1日永州中院出台
《关于建立执行工作第三方监督机制
的实施办法》 以来， 至今共邀请人
大代表、 政协委员等参与、 见证执
行1290案1977人次。 在冷水滩区人
民法院， 30%的执行案子邀请了人
大代表、 政协委员、 新闻媒体等进
行监督。

“邀请第三方监督， 让执行工
作晒足‘阳光’， 更加公正， 当事人
更加信任法院。” 永州市中院党组副
书记、 副院长柏国春说。

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全省推广了

这一机制。

团队化运作， 装上 “加速器”
2016年底， 永州中院指导零陵

区人民法院出台 《执行团队实施方
案》， 建立以法官为主导的团队执行
模 式 。 执 行 结 案 率 同 比 上 升
17.15% ， 实 际 执 结 率 同 比 提 升
10.3%， 执行周期同比下降27.6天。

2017年5月， 永州中院执行局
推行以入额法官为主导的团队执行
模式， 并正式运行。

刘某等8人集资诈骗、 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一案， 涉及财产2.9亿元，涉
及被害人1000余人，需要查控的财产
遍及广东、广西、湖南等5省区多个城
市。 判决后，被害人没有拿到执行款。

永州中院执行局成立由3名入额
法官为组长的3个执行专案组，分别奔
赴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开展执行工
作， 只用了13天便圆满完成财产调查
任务， 为下一步执行工作打下坚实基
础。 以往，开展类似工作至少需要20
天。

永州中院执行局局长田光耀介
绍：“每个执行团队根据团队人员、案
件类型等制定管理制度， 优化内部
分工， 全面科学配置执行资源， 做
到了精、 细、 准， 形成了高效运转
的执行工作新模式。”

2016年以来， 截至2017年9月
30日， 永州两级法院共受理执行案
件28718件， 结案24918件， 结案率
86.77%， 同比上升6.68%， 执行绩
效各项指标综合得分连续4年名列全
省前茅。

李曼斯 龚再蓉

初冬的夜晚， 寒风逼人。 在
宁乡县玉潭街道新山社区， 几个
提着扫帚、 扛着铲子的身影从巷
道深处走来。

“现在落叶多， 一天不扫就
堆积起来了， 天天都得来。” 已过
花甲的老党员刘秋华介绍， 这支
队伍是新山社区义务清扫队， 其
中有稚气未脱的小孩， 也有年过
花甲的老人。 每天只需在微信群
里一声吆喝， 便有10来人准时带
工具赶到。

既无酬劳， 也无奖励， 他们
为何愿冒寒风细雨劳作？ 皆因心
中的美好家园已徐徐成形。 人愈
善、 城愈美的良性循环， 正将玉
潭街道打磨得越发温润美好。

宜居之城
与舒适生活为伍

顺着平整的柏油路驶入玉潭
街道龙凤花园小区， 只见停车坪
内车辆有序停放， 坪前每单元均
摆设了一个垃圾桶， 环顾四周整
洁如新。

今年以来， 玉潭街道5个社
区、 18个老旧小区进行提质改造，
变身让人畅享生活的“快乐老
家”。 更难得的是， 在改造完成3
个月后， 小区依旧维持着整洁的
模样。

“住进来10多年， 头一次看
到小区有这么大的变化。 现在垃
圾都不敢乱扔， 生怕破坏景致。”
龙凤花园22栋的住户王英女士笑
着说， 小区档次上来了， 大家觉
悟都跟着提高了不少。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还
在不断提高。 鸟语蝉鸣的玉潭
公园、 亲水而居的亮月湖公园、
小巧便捷的新诚公园……近年
来 ， 随着城区公园建设的广泛
布点和着力推进， “开门见绿、
推窗见景 、 百米见园 ” 的生活
环境正逐步形成， 逛公园成了
玉潭街道群众的日常习惯 。 居
住舒适 、 游玩惬意， 居民幸福
指数与日俱增。

和谐之城
与平安喜乐同行

“呜……”凌晨2时，一阵巨大的摩
托车响从窗外传来。 中源花园的居民
陈国从睡梦中惊醒， 紧接着隔壁响起
婴儿的啼哭。

据陈国介绍， 这些改装摩托车
曾常在深夜窜行， 但最近半年消停
了不少。

原来，去年下半年以来，玉潭街
道着重治理改装摩托车，组织“红袖
章”巡逻防控，到如今已卓有成效。

去年3月， 玉潭街道创新开展平
安创建进小区工作，将社区公共服务
前移到小区居民家门口。

“好在有他们圆场， 不然小事
要变大事了。” 和美华庭的罗女士感
叹道。 年初， 她在一次跳广场舞时
与谢女士发生纠纷， 失手打掉对方
一颗牙齿。 事后， 因赔偿问题争论
了一段时间。 小区公共服务中心得
知情况后， 耐心对双方进行调解，
并很快达成一致意见， 纠纷得以化
解。

据统计， 目前该小区公共服务
中心成功调解各类矛盾纠纷上百
起，做到了“小矛盾纠纷不出楼栋，
大矛盾纠纷不出小区”。

文明之城
与好人比邻而居

城市规整美丽， 生活富足舒
适， 心情舒缓惬意。 这里的人们守
望相助， 百姓亲睦， 涌现出一批好
人群体。

11月3日， 玉潭街道金亭路，
年届古稀的姚太保正在打扫家门口
这条路， 他已义务清扫10年； 此
时， 家住八一路的彭伟正带着女
儿， 跟68岁的徐利平学习抖空竹 ,
近一年多来， 徐利平义务教会了
30多名市民抖空竹； 在花明社区，
97岁老人周季明一生未婚， 膝下
也无儿无女,20年来， 吃穿住行全
由老邻居照料……

这些乐于助人、 热心公益的好
人， 令“宁乡好人乡” 的品牌日渐
积淀彰显， 幸福馨香弥漫在大街小
巷。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李亮 戴乐得）今日，冷水江
市中连乡纪委对2名涉及村级财务问
题的责任人进行立案调查。冷水江通
过完善“互联网+监督”平台、构建快
查快处机制、开展警示教育等多种措
施，治理村级“微腐败”。

冷水江市紧盯村级财务监管和
使用中的不正之风，严查农村贪污挪
用、截留私分、优亲厚友、虚报冒领、
挥霍浪费等腐败问题线索，提高群众
满意度；出台《村级财政性项目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 对涉农资金拨付管
理使用进行全程监督，确保扶贫资金

用到实处；列出部门责任清单，对履
职不力、 项目资金监管不严等情形，
进行严格追责，防止制度变成“稻草
人”；采用“互联网+监督”方式，对村
级民生、扶贫、涉农等资金使用进行
网上公开， 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
同时， 加大对村干部的法制宣传教

育，树立纪律意识、廉洁意识和规
矩意识，确保权力阳光运行。

截至11月中旬，冷水江市纪委
联合财政、审计等部门对全市合并前
的211个村（社区）的村级财务进行了
清查审计， 共清查审计资金13.22亿
元，追缴违纪资金153万余元，清退资
金68万余元， 发现问题线索683个，
立案审查24人， 其中5人移送司法机
关。

人愈善 城愈美
———宁乡县玉潭街道打造宜居家园纪实执行看永州

———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破解执行难侧记

冷水江市治理村级“微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