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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伍雯婧 徐昊

找人装修房子却拖欠装修款迟迟不
付清，转手把房子卖了消失不见，被起诉
后拒不履行生效判决， 车辆被法院线上
查封，仍开着在市区转悠。 11 月 18 日，
双牌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干警在冷水滩区
交警大队的大力协助下， 成功扣押了被
执行人王某艳的宝马牌小轿车一辆 ，促
使“老赖”乖乖还钱，履行法院裁判。

拖欠装修款不还，卖房玩消失
2014 年，本案申请人邓大姐为王某

艳装修了位于冷水滩区某小区的一套商
品房，装修方式以包工为主。在装修过程
中， 邓大姐为王某艳购买了部分装修材
料，装修工程款合计为 14.8 万元。 2014
年 7 月 26 日、2015 年 7 月 9 日，王某艳
向邓大姐支付了 4 万元、2 万元，尚欠装
修工程款 8.8 万元。

2017 年，王某艳将所装修房子售出
后搬离，不知去向。 经多方寻找，邓大姐
在麻江乡找到王某艳， 王某艳出具了内
容为“今欠到邓大姐装修工程 88000 元”

的欠条。此后，王某艳仍一直以做生意资
金周转不灵为由继续拖欠。

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车辆被查封
经多次催讨无果后，2019 年 11 月 ，

邓大姐将王某艳诉至双牌法院。 法院经
审理后判决被告王某艳于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支付装修
工程款 8.8 万元， 王某艳一直未依法履
行义务。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 执行干警依
法向被执行人王某艳送达了执行通知书

和报告财产令等法律文书， 并对其财产
进行了调查。执行干警发现，王某艳名下
有一台宝马小轿车， 遂依法对该车实施
冻结查封。 由于没有该车辆存放地点的
具体线索，法院只能进行档案查扣，即只
能限制交易， 无法限制该车辆的实际使
用，案件执行陷入困境。

法院交警执行联动，当街扣宝马
为解决涉执车辆查控难， 省高院执

行局与省交警总队签订了 《关于建立信
息共享及机动车辆查控协作机制的协
议》，推动建立被执行人机动车辆查控协
作机制。双牌法院及时将首批 19 辆需要
协助查扣的车辆信息及相关法律文书上
报至省高院。

11 月 18 日， 执行局干警接到冷水
滩区交警大队的反馈信息， 称被执行人
王某艳驾驶涉执行宝马车在冷水滩区某
路段出现，已被执勤交警成功拦截。法院
随即集结警力驱车前往冷水滩交警大
队，成功将涉案宝马车扣押并返程。

在得知车辆被法院扣押后， 王某艳
主动与申请人联系并协商还款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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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友林 李思祁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执法活
动、 每一起案件办理中都能感受到社会
公平正义。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公
安机关和公安队伍提出的要求， 也是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宁远县公安局紧紧围绕“执
法规范化”这条公安工作生命线，进行了
许多有益探索和实践， 向人民群众交上
了一份平安建设的满意答卷———2017 年
以来，该局先后获评“湖南省执法质量优
秀单位”“湖南省执法规范化建设先进单
位”“全省公安法制工作成绩突出集体 ”
“永州市执法质量先进单位”。 2019 年获
评“全国公安机关执法示范单位”。

加强“关键少数”引领
建章立制提升战斗力

要从源头上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执法，首抓责任落实与工作机制。

宁远县公安局始终坚持将执法规范
化建设作为全局性、 战略性和基础性工
作来抓，成立了由局长任组长、其他局领
导任副组长， 各科所队负责人为成员的
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领导小组。 实行“领
导抓、抓领导 ”责任机制 ，建立健全了重
大案事件局领导领办制、 中层以上干部
办案制和每月工作点评制， 局党委班子
每月集中听取和研究执法工作， 每季度
集中开展一次专题法律学习， 带头遵法
学法守法用法和依法决策。

同时，相继出台《宁远县公安局接处
警规范》《宁远县公安局受立案规定》《宁
远县公安局办理刑事案件 “三统一 ”规
定 》等 20 多部规范性文件 ，为一线民警
在接处警、 受立案、 侦查措施等执法环
节，提供详尽可操作的执法指引。

执法责任，重在落实。 按照“每周一

督查、每月一通报 ”的要求 ，该局细化考
核标准， 将执法规范化建设情况纳入年
度目标考核， 充分调动广大民警的工作
自觉性和积极性。 通过案件评查、专案核
查、案件审核等方法，挑选一批具有普遍
指导或警示作用的典型案例， 开展精品
案例评选、错案剖析通报。 2017 年，经侦
大队办理的罗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案，被中国律师协会评为“2017 年度十大
精品涉税案例”。

强化执法规范化建设
实现办案减负提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在深化公
安执法规范化建设进程中， 宁远公安强
化科技支撑，加强基础建设，推动执法规
范化基础建设向精细化、 智能化方向发
展，不断提升执法管理效能。

2019 年 2 月，该局按照“布局科学合
理、管理有序规范 ”的指导思想 ，一个上

下 2 层面积约 1500 平方米的 “功能齐
全、信息集中、衔接流畅、管理集约”的一
体化、智能化 、精细化 、合成化的执法办
案管理中心投入使用；一支由 3 名民警、
13 名辅警组成执法办案中心管理中队
成立，专门负责人员登记 、人身检查 、财
务保管、信息采集 、留置看守等工作；法
制民警整体入住执法办案监管中心，前
移监督管理、靠前指导服务。

执法办案中心的投入使用， 不仅从
源头上有效防范民警办案过程中失职 、
渎职等执法风险， 同时也是宁远公安推
进执法办案智能化、 信息化的一次生动
实践。 任何犯罪嫌疑人被带至公安机关
后，一律直接带入执法办案场所，结合物
联网定位、可视化管控等技术手段，全程
无死角录音录像，对程序不到位、体征异
常、行为异常 、单人问话 、留置超时等情
况实时报警。

执法办案中心设立数据中心， 提供

545 类 203 亿条数据服务。强大的数据支
撑和信息保障，让民警集中精力办案、破
案。 中心建成一年多， 共计审查嫌疑人
4673 人，单日最高审查 50 人 ，服务破案
630 余起，深挖犯罪案件 150 余起，立刑
事案件 1826 起 ，同比下降 12.51%，破案
1125 起 ，破案率 61.61%，其中现行破案
率 61.5%。未发生一起安全事故和一例民
警被投诉案件。

锻造执法“行家里手”
筑牢公安工作“生命线”

“群众看公安，关键看执法”。 如何提
升办案民警的职业素养与执法能力 ，一
直以来都是宁远公安的着力点。

该局结合大抓教育和管理工作 ，精
心制定多元化教育培训计划， 强化一线
执法民警现场处置、调查取证、规范使用
执法办案场所和武器、 警械的使用。 同
时，积极组织民警到庭听审，进一步完善
公安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办案民警担
任诉讼代理人制度。 此外，完善民警学法
考法制度， 安排各办案单位民警轮流到
局法制大队 、检察院侦监科 、公诉科 、法
院刑事庭跟班培训，提升民警法治意识、
法律适用能力和收集、固定 、判断、运用
证据的能力。目前。全局共有 321 人获得
执法资格， 各科室队长均获得中级以上
执法资格。

侦查破案重在打击，贵在规范，难在
质量。 宁远公安紧紧围绕执法主体这个
根本，从受案、立案、办案、破案到侦查终
结各个环节严把办案质量。 三年来，宁远
县从一类风险县降至二类风险县， 办案
质量大幅度提升。 2019 年以来， 该局批
捕率达 92.34%、 移送起诉率达 96.33%，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同比分别下降 50%、
25%，不构罪不捕不诉、无罪判决案件、非
正常死亡事件零发生。

永州检察院检察长
调研道县检察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唐佳君 杨靖 ）11

月 18 日上午，永州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
记、 检察长杨鸿率队深入道县检察院调
研。 道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沈阳，
班子成员及各部负责人参加调研座谈
会。

会上， 沈阳汇报了今年来核心业务
数据及下步具体工作打算。 同时， 汇报
了市院年初明确的 “3 大创新项目和 8
项重点工作”落实情况。 其他班子成员、
各部负责人作补充发言。

杨鸿充分肯定了道县检察院相关工
作的开展情况， 表示该院各项重点工作
推进有措施、有力度，特别是在市院安排
部署核心业务数据工作后，上下一心，协
同作战，用决战决胜、全力攻坚的态度大
力推进，行动果断，措施得力。

最后， 针对如何抓好下阶段道县检
察工作，杨鸿强调了四个方面的意见：要
高度重视案件管理工作， 高度重视核心
业务数据的生成与应用； 要注重方式方
法， 确保案件质量、 效率与效果全面提
升 ；要全 面 从严 治 检 ，任 何 时 候 都 不
能放松对队伍的管理 ，将队伍建设抓
严抓实 ； 要回头梳理好全年工作 ，力
求完美收官 。

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 推进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
宁远公安以“执法规范化”为抓手探索实践创佳绩

省市公安机关领导参观宁远县公安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

开着被查封宝马招摇过市
交警协助查扣“老赖”车辆

法院干警接收交警协助查扣的车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