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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作为

——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办

见实效

廊坊中院坚决确保如期打赢
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
本报讯 （通讯员 孟宪辉） 为决战决胜“用两到三
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廊坊中院召开全市法
院执行工作会议，在全市法院全面启动精准执行攻坚
战。
廊坊中院执行局局长张海河总结了 2017 年全市法院
执行工作，对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任务进行了全面部
署，有关单位和个人作了表态发言。廊坊中院党组书
记、院长苑三国作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要牢牢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
坚决保证“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全
市法院要自觉站在讲政治、讲大局、讲使命的高度，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增强“四个自信”，把“基本
解决执行难”当成今年的重大政治任务。
会议强调，要牢牢抓住案件质效这个核心，全力实
现“三升四降”目标。各法院要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
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要认真落
实省法院“七个一批”要求，建立台账、分类施策、穷
尽手段、精准执行。
会议要求，要牢牢抓住执行管理这个重点，大力
提升执行规范化水平。要建立全市范围内的执行工作
协调调度机制，统一调配执行力量，集中使用执行资
源。要加强执行指挥中心的规范化建设，扎实推进执

行指挥中心实体化运行。要强化执行业务培训，统一
执法尺度，规范执行行为。要规范执行队伍建设，深
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职业操守教育。要加强执行领
域的党风廉政建设，坚决根除消极执行、选择性执
行、乱执行行为。
会议强调，要强化执行工作保障，为如期实现“基
本解决执行难”创造良好外部环境。要强化立审执协调
配合，形成良好互动关系。要加强人财物保障，建立领
导班子成员带头办执行案件机制。要掀起宣传“基本解
决执行难”高潮，借助媒体宣传执行工作，定期发布拒
执罪典型案例，争取社会各界理解和支持。

苑三国到中院执行局调研“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高占国） 4 月 2 日，廊坊中院党组书记、院
长苑三国深入中院执行局执行指挥中心调研，听取了执行局各部
门及执行法官团队工作汇报，详细了解了当前执行工作基本情况
和存在的困难与问题。市纪委派驻中院纪检组长牛书海及相关人
员参加调研。
苑三国表示，中院执行队伍讲政治、顾大局，工作取得明
显的成绩，克服了人员少、案件多的压力，特别是对“基本解
决执行难”工作重视高、行动快、效果好。他要求，执行局要
进一步提高认识，提升站位，再完善举措，把工作做深、做
细、做实，努力实现最高法院提出的“三个 90%”工作目标。
要加强对下级法院的示范引领和监督指导，推行精准执行理
念，摸清案件底数，完善工作措施，分解工作任务，着力提高
执行质效。要严抓队伍教育和管理，领导干部要当标杆、作表
率，严格落实最高法院“十个严禁”和省法院“十必须”规
定，强化职业道德和操守，坚守廉洁自律底线。同时，苑三国
还就“七个一批”工作推进措施、执行指挥中心建设、执行类
案统一集中办理、建立工作进度月通报和调度制度等方面提出
了明确要求。

2014 年 10 月

2016 年 4 月

2016 年 6 月

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提出
要切实解决执行
难，依法保障胜
诉当事人及时实
现权益。

最高人民法
院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
署，向执行难全
面宣战，印发
《关于落实“用两
到三年时间基本
解决执行难问
题”的工作纲
要》 的通知。

2016 年 6
月 ， 河 北 省
委 、 省 政 府
“两办”以正式
文件形式转发
《河北省法院关
于解决执行难
的工作意见》。

市 委 、
市政府“两
办”转发了
《廊坊市中级
人民法院关
于加强对失
信被执行人
联合惩戒的
实施意见》。
2017 年 3 月

永清法院多措并举
打好“精准执行”攻坚战
本报讯 （通讯员 范聪辉） 永清法院认真落实上级
法院“精准执行”工作部署，创新工作机制，执行工
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今年以来，共执结案件 293 件，
执结率 44.94%，期限内结案率 99.49%，执行到位金额
1.8 亿元，与公检司等部门联手发出敦促执行公告 300
余份，以涉嫌拒执罪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审查 9
件，转拒执罪 1 件，对拒不履行义务的“老赖”形成
强大震慑，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效统一。
落实精准执行工作要求。建立“一把手”亲自抓、
执行局长带头办，包干到庭、责任到人工作机制，对相
关执行案件进行排查，对涉嫌拒执罪的被执行人或相关
人员进行摸底、甄别，分类统计登记造册，切实把“精
准执行”
“七个一批”工作要求落到实处。
开展“春日利剑”专项活动。今年 4 月份，永清
法院出动全部执行力量，筛选一批案件开展集中执行
活动。当天，共执结案件 56 件，拘留 11 人，执行到
位标的 3000 余万元，有效推进了“七个一批”工作
深入开展。
建立“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微信群”。执行各部
门与相关部门建立了微信群，时时报进度，天天报
进展，通过昼夜奋战，现已将“四查”案件底数摸
清摸实。

固安法院借力当地党委
全面推进执行攻坚

2016 年 6 月

2016 年 10 月

市委政法委、
廊坊中院召开全市
基本解决执行难攻
坚活动动员暨打击
涉拒执犯罪现场
会，对“用两到三
年时间基本解决执
行难”作出全面部
署。

2016 年 10 月
开展了以打击涉拒执犯
罪为主要内容的“雷霆行
动”，以办理涉众案件为主
要内容的“握拳行动”，以
办理涉民生和涉执信访案件
为主要内容的“春雨行动”。

市委、市政
府转发法院 《关
于落实“用两到
三年时间基本解
决执行难问题”
的实施办法》。

廊坊法院“
廊坊法院
“基本解决执行难
基本解决执行难”
”大事记

2017 年 2 月

3

新篇章”

出实招 下实功

时任最高
人民法院副院
长贺荣，河北
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卫彦明
到廊坊法院调
研时，就执行
指挥中心信息
化建设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

特别
报道

集中开
展以清仓行
动、织网行
动、铁拳行
动等为主要
内容的“飓
风行动”
。
2017 年 3 月

开展专项集中
执行行动，实现集
中执结一批、失信
惩戒一批、严厉打
击一批、重整破产
一批、规范中止一
批、挂牌督办一
批、执行救助一
批、约谈通报一
批、正面宣传一
批、培训表彰一批
的工作目标。
2017 年 4 月

廊 坊
中院执行
指挥中心
实现实体
化运行。
2018 年 1 月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帅） 固安法院党组把“基本解
决执行难”工作紧紧抓在手上，凝心聚力、攻坚克
难，阶段性效果明显，形成了由党委领导、法院主
办、部门参与、社会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在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中，固安法院积
极主动向当地党委报告情况，努力争取各方支持。固
安县委、县政府把“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作为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召开了推进打赢“精准执行”
攻坚战动员会议，印发了 《关于开展打赢“执行攻坚
战”活动的指导意见》，建立上下一体矛盾纠纷排查调
处、拉网式集中执行、信息沟通联络等工作机制，列
入一把手工程，纳入年度综治考核指标，营造了党委
牵头、社会联动的强大声势，全力支持法院如期打赢
“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维护辖区社会稳定。
此外，固安县法院还联合检察院、公安局发布
《关于敦促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及打击拒不执行生效
判决、裁定刑事犯罪的通告》，为打赢“执行攻坚战”
营造强大声势。固安县人民法院干警在车站、市场等
人流量众多的公共场所及各机关单位、重点村街道集
中张贴联合通告 500 份，进一步形成执行宣传合力，
增强执行威慑。

全市法院执行指挥中心
建设全面推开

廊坊中院
召 开 2018 年
全市法院执行
工作会议，廊
坊中院党组书
记、院长苑三
国，执行局局
长张海河在会
议上发出精准
执行攻坚令。
2018 年 3 月

河北省高院下
发 了 《关 于 打 好
“精准执行攻坚战”
的实施意见》，中院
党组随即研究通过
了 《关于贯彻执行<
河北省高级法院
“精准执行攻坚战”
实施意见>的实施方
案》。

本报讯 （通讯员 郝军生） 全市法院执行指挥中心
按照上级法院要求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目前，香
河、广阳、安次、永清、霸州、廊坊开发区法院已经
全部建设完毕，拥有独立办公场所、配备值班人员、
安装了高清设备，基本达到“四到位”要求，其他县
（市、区） 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建设也在加紧进行。
全市法院指挥中心实体化运行进入新阶段，可集
中实现案件管理、质效监管、指挥调度和网上拍卖四
大功能，所有案件实现网上办理，网上查控财产，强
化节点管控，文书自动生成，100%公开流程信息。

2018 年 4 月

廊坊中院执行局
加快推进
“基本解决执行难”各项工作落实
本报讯 （通讯员 马聪文） 目前，
“基本解决执行难”已进入冲刺阶段，
任务重、时间紧、要求严。廊坊中院
执行局按照相关要求，以全市法院执
行工作会议部署为统揽，迅速推进各
项工作。
执行局多次召开局务会谋篇布
局，反复强调必须认识到位、行动到
位、效果到位，各项工作不怕底数
清、不怕压得实、不怕往前赶，以钉
钉子精神一抓到底，确保决战决胜。

近期，执行局研究制定了全年工作任
务分解表，具体工作分解到庭、责任
到人，特别是对“七个一批”建账立
册、第三方评估指标任务分解、各类
执行案件办理新规范、全市法院执行
指挥中心实体化运行、“十个严禁”及
“十必须”实施细则、公职人员拒执移
送纪检监察部门办理规定、执行工作
月通报、执行工作专刊等各项工作明
确标准、规定时限、责任到人，逐项
检查落实，确保不挂空档、扎实推进。

制定各类执行案件流程新规范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坤） 为进一
步规范各类执行案件办理程序，提
高执行工作效率，切实保护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廊坊中院执行局根据
最新司法解释，结合工作实际对执
行实施、财产保全、异议复议、申
诉审查等各类案件的操作程序和完
成时限作了进一步明确，确保案件
办理依法依规、科学高效。
执行实施案件流程分别明确了
执行法官团队各类人员的职责、执

行管辖、案件的登记、分配和办理
规范等事项。执行异议、复议案件
规范了受理范围、裁决方式。财产
保全案件对诉前和诉讼中涉及的保
全申请书的内容、网络执行查控系
统的使用、续行保全等相关内容都
作了进一步明确。申诉审查案件对
涉执进京赴省信访案件、来中院涉
执信访案件、大法官留言案件、提
级指定执行案件办理程序作了严格
规范。

第三方评估指标任务
分解基本完成
本报讯 （通讯员 刘瑞） 廊坊中院执行局围绕“关于
基本解决执行难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要求，建立了包
括规范执行、阳光执行、执行质效、执行监督、执行保
障 5 个方面的任务分解一览表，围绕 34 项二级指标、67
项三级指标，结合实际认真研究，查漏补缺，逐项细化
目标任务、完成时限和责任人，与推进“七个一批”工
作机制有机结合，作为制定“精准执行”各项工作措施
的重要依据，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
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