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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实 成效显
——
—盱眙法院打出“
组合拳”破解执行难纪实
■ 费尤祥

“这下好了，终于拿到了拖欠3年
的工资了，真的谢谢盱眙法院的执行
法官帮我们拿到这笔钱。 ”日前，盱眙
某幼儿园左妹玲、臧成霞等20多位教
师分别拿着久违的4000余元的工资
开心地笑着说。
去年以来， 盱眙法院明确目标，
以敢于亮剑的精神和攻坚克难的决
心，凝聚共识，创新方式，积极推 进
“多方联动”和“府院涉企案件协调处
置”机制，打出了党委领导、人大 监
督、政府支持、政法委协调、法院 主
办、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破解执行
难等“组合拳”，集中攻坚了一批批难
啃的
“硬骨头”案件。 以实际成效将当
事人纸面上的权益兑现为看得见的
“
真金白银”。
打造平台

强化执行指挥中心建设

为进一步发挥执行指挥中心职
能，提升执行工作效率，盱眙法院出
台《执行指挥中心实体化运行实施方
案》， 全力推动执行指挥中心实体化
运行，取得较好的成效。
推动繁简分流。 办案团队分为快速执
行团队和普通执行团队，快速执行团
队内设快速实执小组和快速终本小
组，普通执行团队又分为动产团队和
不动产团队，建成执行案件“三层”分
流快执系统，一改以往单一以案件标
的额为唯一条件进行案件繁简分流
的做法。 实现
“简案快执出效率，繁案

细执出精品”。
提升集约化服务。 指挥中心建立
内勤组和外勤组，明确专人集中办理
事务性工作，最大程度把承办人从事
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 同时，指挥中
心设立应急机动反应小组，负责承办
人不在位的时候紧急出警等工作。
促进审判质效。 在加强指挥中心
对案件的管理力度，严格监控流程节
点基础上，该院制作了各个团队办案
流程图， 明确团队办案期限和节点。
对执行案件实现“手术刀式”精确管
理， 确保了执行案件的各项质效指标
呈现良好态势。
专项行动

掀起执行风暴

“
现在宣判，被告人王某某犯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四个月……”2018年2月6日上午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案件，并当庭宣判。 被告人刘
某某，对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有能力
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获刑一年
四个月。 这场庭审是盱眙法院解决执
行难工作的缩影，也是盱眙法院决心
基本解决执行难的体现。
执行难是制约人民法院工作发展
和诚信社会建设、受到社会高度关注
的老大难问题。盱眙法院发扬钉钉子、
挑担子精神，下决心狠抓
“基本解决执
行难”，注重在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下
功夫，制定《关于深入开展执行攻坚专
项活动的工作实施方案》，成立执行攻
坚专项活动领导小组，在做好平时执
行工作的同时，连续两年先后开展“
春

雷行动”、“夏季风暴”、“中秋猎狐”、
“暖冬行动”等专项执行活动，通过一
系列执行活动，截止今年3月底，去年
以来共执结6102件案件，其中实执案
件3516件，结案到位标的金额达12亿
多元，对312名“老赖”采取了司法拘
留强制措施。
多措并举

联动机制显成效

解决执行难是全社会的系统工
程，需要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社
会关心支持，共同参与解决。 去年3月
底，盱眙县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健全
和完善执行联动工作机制的决定》，作
为解决法院执行难问题的规范性文
件。 这个《决定》共26条，涉及全县29
家联动单位，起到了推动破解执行难
的作用。 一年多来，各联动成员单位，
先后协助法院查询不动产登记信息
6800次，查封房产2500余套，查封公
积金551万元，扣划339万元，执行股
权冻结、划转38起；通过公安专网，共
有效控制被执行人549人， 扣押车辆
48辆， 有效提升了执行工作效率。
创新机制

破解执行瓶颈

盱眙法院在全面推进执行联动机
制建设的基础上， 着力打造执行工作
亮点， 扩大了执行工作的社会影响
力。
创新举措， 破执行工作困境。 去年
初， 盱眙法院院组建了破产案件专业
审判团队， 出台了 《加强破产案件审
理的实施意见》， 联合全县19家单位
制定了 《关于健全和完善企业市场化

退出机制的指导意见》， 有效地推进
了僵尸企业处置工作。
繁简分流， 提执行工作效率。 设
立执行速裁组， 全面推行执行案件繁
简分流， 被省高院确定为繁简分流试
点单位。 速执组月均结案54件， 实
现了“简案快执出效果、 繁案细执出
精品” 的效果。
暂存利息， 解执行案件救助。 针
对执行救助资金缺口较大这一问题，
盱眙法院结合执行案件暂存款金额较
大这一实际， 主动与县政府、 县财政
局等沟通联络， 批准以公开招投标的
方式， 将暂存款的利息收入纳入救助
资金范围， 将原来为0.385%的活期
利率提高至1.95%的定期利率， 使得
执行救助资金由原来20万元提升至
目前的86万元。 王玲与陈采杰劳务
合同纠纷等一大批标的小、 人难找的
执行积案， 在专项救助资金的帮助
下， 得以顺利了结。
与此同时， 盱眙法院与主流媒体
合作， 集中宣传执行工作， 推动基本
解决执行难的社会知晓度和群众参与
度。 为盱眙基本解决执行难形成了良
好的舆论氛围。
“今年是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决
胜年， 我们将坚持改革创新、 攻坚克
难、 乘势而上， 坚决打赢基本解决执
行难这场硬仗， 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对
执行工作的获得感、 满意度， 助力美
丽繁荣和谐盱眙建设”。 盱眙法院党
组书记、 院长接滨在接受媒体记者采
访时说。

为提高辖区群众的食品药品安全意识， 营造放心消费环境， 4月12日，
盱眙县管镇镇市场监管分局党支部举办食品药品安全党员科普宣传站开放
日活动， 辖区二十名群众走进党员科普宣传站， 零距离了解、 体验假冒伪
劣食品、 药品辨识常识和技巧。 图为该分局党支部党员志愿者向群众讲解
食品药品辨假要点， 受到群众欢迎。
■ 孟超

盱医风采

盱眙县人民医院
积极做好残评工作
■ 孟宝剑
4月10日， 盱眙县残疾评定在
盱眙县人民医院举行， 该院配合县
残联积极做好相关工作， 确保评定
工作顺利开展。
一大早， 在盱眙县人民医院新
院区的评残候检区， 不时响起志愿
者的声音， “视力， 38号， 请到入
口准备”， 38号检查者应声而来 。
一名志愿者立即上前， 与其家人一
起扶住胳膊步入检查室。 评定专家
按照标准评定残疾类别和等级， 确
保评残结果公正、 准确、 无误。 评
残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
根据安排， 来自全县的300多

4月10日， 在盱眙
县人民医院的教室里，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2016 级 临 床 医 学 班 正
在上一堂腹部损伤的
专业课， 而上课的形
式打破传统， 采用PBL
教学模式， 取得良好
效果。
■ 孟宝剑

■ 时训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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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朱晓星

随着汛期的日益临
近， 本着防大汛、 抗大
灾的思想， 盱眙县未雨
绸缪、 统筹安排， 积极
做好汛前防汛物资储备
工作， 不断提高防汛保
安能力。
本着“安全第一 、
常备不懈” 的原则， 盱
眙县水务局对防汛物资
储备情况进行认真核
查、 维护、 保养。 一查
库存数量， 看各种物资
的规格、 数量在账、 物
上是否对等； 二查保管
情况， 看防汛物资是否
得到及时核销和补充更
新； 三查抢运预案， 看
负责运送物资的联系
人、 联系方式及行车路
线是否达到在第一时间
赶赴抢险现场的要求；
四查规章制度， 看针对
防汛物资所制定的各项
规章制度是否得到认真
执行； 五查岗位责任
制， 看管理防汛物资的
各项岗位责任是否明
确。
目前， 盱眙县已入
库 储 备 107.6 万 条 防 汛
编织袋， 3.1万平方米土
工布， 6台打桩机 （其
中2台履带式打桩机），
5 台 套 400 千 瓦 发 电 机
组 ， 2200 件 救 生 衣 ，
6700吨块石， 2台挖掘
机， 12艘冲锋舟等等一
大批防汛物资。 通过对
防汛物资开展“五查五
看”， 确保了全县防汛
常备物资保管安全， 质
量完好， 为防汛抢险提
供充足物质保障。

盱眙接受市级妇幼重大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督导考核
■ 胡茂新
4月8日， 市卫生计生委妇幼健
康服务处袁中建副处长、 市妇幼保
健院保健部朱晓琴主任、 市妇幼保
健院儿童保健部卢红梅主任等领导
一行对盱眙县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开展情况进行督导考核。
在县妇幼保健院、 县中医院以
及穆店乡卫生院，对组织管理、督导
培训、项目宣传、各项进销存登记、
艾滋梅毒乙肝检测、 随访登记及个

—一位年轻村支书的病情牵动众人心
——
■ 尹杰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春节前夕，盱眙县官滩镇杨岗村党总
支书记冯海兵经南京军区总院初步
诊断为原发性肝癌，糟糕的是，切片
化验后确诊为淋巴癌和肝病并发，短
短一个月已经花费28万多元，目前仍
需要数十万元治疗费用。 冯书记在杨
岗村任职近5年来， 他始终以党和人
民事业为重，干事创业，勤奋务实，无
私奉献，连续多年被镇党委、政府表

彰为先进个人，以实际行动打拼在基
层一线。 而癌症的消息亦如晴天霹雳
一般将他和家人带入了深深的伤痛
之中。 由于冯书记出生农村，家境一
般，面对如此高昂的治疗费用，冯书
记一家举步维艰。
病魔无情人有情，一事牵动众人
心。
冯书记的病情迅速牵动了官
滩镇全体人民的神经，党委领导带头
发起倡议书，通过网络公益平台筹集
善款，在县领导、所有同事以及爱心
人士的关心及转发下，短短几天时间
筹集善款5万多元。

4月9日上午，官滩镇政府在该镇
计生站会议室举行了“让爱飞扬——
—
向病重同志冯海兵募捐”活动，镇三
套班子领导带头捐款， 镇直单位、站
所和镇属企业及中小学等各方爱心
人士纷纷响应，大家以实际行动表达
了对冯书记的慰问和祝福，现场收到
捐款26190元及企业汇来的定向捐款
3万多元， 谱写了一曲人间互爱的赞
歌。 会后，镇领导将善款及时送至冯
书记家中，传达了党组织的关心和全
镇同事的关爱。 社会各界对冯海兵的
募捐活动仍在继续。

盱眙举办春季渔业职务船员培训班
■ 胡俊海

林松

为提升渔业船员的安全生产意
识和渔船驾驶技能。 近日， 盱眙县
举办2018年春季渔业职务船员培训
班， 来自全县涉渔11个乡镇 （街道）
1000多名渔业船员参加培训。
本次春季渔业职务船员培训，

共分7期， 每期培训150人左右， 培
训时间从3月下旬至4月中旬。 培训
将重点围绕渔业职务船员换证培训
和渔业安全生产培训两个方面进行，
并将按照内陆船员考试大纲， 进行
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 培训期间，
将邀请连云港海顺船员培训中心的
授 课 老 师 重 点 讲 授 《内 河 避 碰 规
则》、 《渔船驾驶基础知识》、 《渔

业职务船员职责法规》、 《渔船轮机
常识》 等渔业及渔船安全生产知识，
同时积极开展实操实训， 重点介绍
了水上求生与救生、 基本急救、 船
舶消防等方面基本知识和要点， 让
参训人员自己动手进行实操训练。
培训结束后， 将对参加培训的学员
进行了统一考试， 考试合格者将获
得相应的职务船员证书。

百岁老人重见光明
■ 叶思思

刘剑

“多亏了县医院眼科的医生护
士， 我又能看见亲人了， 谢谢大
家！” 近日， 盱眙县人民医院眼科成
功为百岁老人实施了白内障手术。
这位老太受眼疾困扰多年， 视
力越来越差， 后发展到几乎看不见

眼前的物体， 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
响， 子女希望老人能拥有一个光明
幸福的晚年生活。 盱眙县人民医院
眼科主任李林新接诊后， 告诉老人
子女老人患有白内障， 需要进行手
术治疗。 决定为老人实施了白内障
小切口囊外摘除加人工晶体植入术，
老人的晶状体全混且质地硬， 粉碎
晶体核困难， 手术有一定难度。 经

过麻醉医师的配合下眼科医生顺利
完成了手术。
据悉， 盱眙县残联联合盱眙县
人民医院开展“慈善光明行， 白内
障患者救援行动” 公益活动， 为每
位贫困白内障手术患者单眼补助
1000元。 这位老人还享受了减免费
用， 老人和家属非常高兴。

位残疾人参加了此次评定。 盱眙县
人民医院有4位专家库医生担任此
次残疾评定专家。 该院还抽调了10
多名志愿者， 全程参与残评工作。
该院在体检中心设立了视力检查
室， 言语、 听力检查室和肢体检查
室， 并张贴醒目引导标示。 在门诊
收费处增设了评残专用窗口， 发放
就诊卡和检查序号。 设立了候检
区， 放置长椅， 提供轮椅， 由志愿
者在现场引导， 确保每位检查者都
有志愿者陪同进入检查室。
细致的检查流程， 温馨的候检
环境， 亲切的志愿者和认真工作的
评定专家构成了残评现场一道和谐
的风景线， 赢得了大家的赞誉。

案卡填写、 叶酸及乙肝免疫球蛋白
发放、住院分娩补助报表、农村妇女
“两癌”检查项目各项报表及管理方
案、资金使用、可疑阳性登记及随访
等情况进行督导考核。
督导组通过查阅原始资料、现
场查看、 电话核查等方法了解盱眙
县项目的实施情况， 对该县妇幼重
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给予了肯定，
并要求继续完善相关工作， 迎接省
级检查。

盱眙警方

盱眙县组织部长
调研指导公安党建工作
■ 何清国

戴飞

日前，盱眙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顾强到公安局调研指导队伍建设工
作，听取了该局党建工作情况汇报，
详细了解了“三单三分”党建管理工

作法的实施背景、主要内容、结果应
用等情况， 对公安局创新打造党建
工作品牌予以高度评价， 并如何围
绕向上文化、公安特点、服务群众、
“亮灯工程”和示范创建等方面加强
党建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盱眙县人大常委会
调研指导公安队伍建设
■ 何清国

程永恒

近日， 盱眙县人大常委会一行
4人先后到盱眙县公安局天泉 湖 、
桂五、 新城派出所调研指导公安队
伍建设工作， 听取了派出所队伍建

设、 治安管理、 打击犯罪等方面工
作情况的汇报， 查看了派出所正规
化建设情况， 对公安现阶段取得的
工作成绩表示肯定， 并在队伍建
设、 执法执勤、 规范化管理等方面
提出了建议。

盱眙县公安局
举行“两提两知”总决赛
■ 柳干

陈盛

为进一步检查社区民警业务素
质， 日前， 盱眙县公安局举行2017
年度社区民警“两提两知” 竞赛总
决赛， 比赛分为必答题、 现场题、

抢答题、 情景题、 随机题和风险题
六种类型， 采取文字、 图片、 视频
相结合的方式出题。 经过激烈角
逐， 许晨等10名民警分获一、 二、
三等奖， 并分别获得10000到3000
不等的奖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