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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执行
让司法担当更有温度

“我从心底感谢法院，要不
是你们的爱护， 我们企业肯定
关门， 我一定按照约定履行义
务……” 衡阳市某加工企业负
责人刘某高兴不已， 欣慰地向
执行法官连声道谢。

执行申请人汪某与被执行
人刘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时 ，
刘某主动向承办法官打来求助
电话，声称受疫情影响，企业出
现暂时性困难， 希望能给予帮
助和支持。

执行法官去加工厂实地考
察生产加工现状后， 认为若依
申请人申请查封公司厂房 、设
备， 会使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陷
入困境， 而汪某胜诉权益的实
现也将面临一定风险。 为更好
地化解纠纷， 承办人多次组织
双方当事人协商， 最终决定该
厂由刘某继续融资， 将经济损
失减至最低。 现在，刘某加工厂
业务发展蒸蒸日上， 剩余欠款
正在分期按时履行中。

今年 6 月 20 日上午 ，特
变电工集团国创电力公司 （以
下简称国创电力） 法务部工作
人员专程来到雁峰法院， 将一
封感谢信送到了分管执行工作
的院领导手中， 对执行干警三
年来克服疫情影响， 坚持迎难
而上，奔赴全国十余个省市，想
方设法帮忙追回 4000 余万元
货款的行为表示感谢。

这期间， 执行干警在及时
保障申请执行人权益上灵活施
策， 为让被执行企业能够资金
周转顺畅，采取“部分兑现部分
解封”的方式，让企业赢得喘息
的机会。 此后，被执行企业践行
承诺， 主动与国创电力达成执
行和解协议， 剩余执行款也如
期履行到位。

这仅仅是雁峰法院在 “切
实解决执行难” 路上的一个缩
影。 该院牢固树立公正执行、善

意执行、文明执行的司法理念。
据统计 ，去年以来 ，该院在 310
余起涉企案件的执行中， 灵活
运用执行措施， 促成 275 人履
行还款义务、达成和解，最大限
度减少司法活动对民营企业正
常生产经营活动的负面影响 ，
保证执行力的同时也保障申请
人合法权益， 切实践行司法为
民宗旨。

强制是执行工作的鲜明特
点， 而善意是执行工作的温暖
底色。 在此基础上，雁峰法院积
极开展执行案件司法救助工
作， 为困难当事人发放司法救
助金，补位执行不能，真正做到
办实事 、解民忧 、送温暖 ，用心
用情解决群众困难事、烦心事。
2021 年以来， 该院共办理各类
涉民生司法救助案件 8 件 ，救
助 8 人 ， 发放救助金 80 余万
元，以司法救助彰显司法关怀，
传递司法温情。

提速增效
让诉讼服务更有力度

雁峰是衡阳老城区， 也是

诸多金融机构坐落地， 大量金
融类案件均在此审理执行。 为
有效应对金融纠纷出现的新问
题和新情况， 该院以民事诉讼
程序繁简分流工作为切入点 ，
积极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
审执流程重构提速、金融风险协
同预防，探索打造出具有雁峰法院
特色的 “多元调解+司法确认+速
裁+快执”四位一体的金融纠纷化
解机制， 力求金融案件快立案、
快保全 、快审理 、快裁判 、快执
行。 与中国邮政衡阳分公司开
展集约送达辅助事务社会化服
务合作， 提高金融案件送达成
功率，让案件办理跑出加速度。
数据显示，金融案件小额、简易
程序适用率 93.4%，审理期限平
均缩短 23 天。

去年 4 月 ， 广发银行衡阳
分行就湖南某股份有限公司等
两名被告欠其 5200 余万元贷
款一事， 向雁峰区法院提起诉
讼。 立案人员查阅起诉材料后，
发现两被告系两家省级重点国
有企业，进一步深入了解到，受
经济增速下行和新冠疫情叠加
影响导致经营出现了暂时性困
难，并非毫无实际履行能力。

雁峰法院立即启用 “人民
调解+司法确认 ” 纠纷解决机
制， 仅用 4 天时间便高效化解
并完成在线司法确认， 既有力
保障了银行债权的快速实现 ，
又尽最大努力为企业化解难题
争取了时间， 全力助推涉案企
业脱困。

“对于诉前未化解成功案件，
我们将立即启动诉讼程序，并指派
金融纠纷速裁团队审理该类案件，
真正实现提速增效。 ”该院立案
庭负责人邹琦说道。

其实早在 2019 年， 雁峰法
院执行局便成立了金融纠纷快
执团队， 由 1 名员额法官、1 名
法官助理和 1 名书记员组成 ，
充分释放司法资源， 走出专业
化执行新路径。 收到金融案件
后，快执团队采取分段集约、因
案施策的方式， 迅速开展线上
查控，对有财产的执行案件，特
别是小额执行案件 ， 速执 、效
执 、质执 ，注重效率 ；对执行困
难的案件，精准发力，加强联合
惩戒力度，用足用活执行举措，
规范执行程序流转。 截至目前，
该团队共执结金融纠纷类案件
1047 件，执行到位金额 8000 余
万元。

2022 年以来， 为从源头上
化解银行卡纠纷， 切实提高解
纷实效， 该院不断探索开拓金
融纠纷化解新途径， 深入开展
银行卡纠纷诉源治理专项行
动， 将诉前调解关口前移至辖
区内各街道诉源治理工作站以
及银行网点， 进一步强化协调
联动， 力争将大批银行卡纠纷
化解在诉前， 开创银行卡纠纷
诉源治理新格局。

今年 6 月 ， 该院在中国工
商银行衡阳分行设立诉源治理
工作站， 并选派两名经验丰富
的调解员进驻， 对涉金融类纠
纷进行多元调解， 尽可能将这
些案件在源头消化。 同时，此举
也保障了金融类案件诉前调解
与诉讼程序的有效衔接， 有力
促进了金融业安全稳定发展。

多元参与
让普法宣传更有深度

“其实，我们生活中所遇到

的很多事情都与法律密切相
关。 这种普法宣传接地气，听得
懂 、记得住 ，关键是用得上 ，对
生产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在 6
月初举行的“法治宣传进乡村”
活动中， 家住高兴村的刘女士
刚咨询完邻里纠纷的一些法律
问题， 激动地对接待的雁峰法
院法治宣讲志愿者说道。

如何将好事、 实事办到群
众心坎上？ 该院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 积极开展主动上门问需
活动， 将普法工作与司法实践
有机结合， 多措并举不断扩大
普法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
让法律知识入脑入心， 让司法
服务更加贴近人民群众。

“王某在学校被同学欺负
后， 下决心报复， 结果致人重
伤，不仅自己受到处罚，家庭还
要赔偿相应损失，教训很深刻，
大家可要牢记……”5 月 18 日，
雁峰法院白沙法庭法官助理唐
文君前往辖区白沙实验小学就
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开展法治宣
讲，100 余名 5 年级学生认真聆
听了讲座。

课堂上， 唐文君围绕生活
中的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受
到侵害了怎么办 3 方面内容 ，
以通俗易懂的语言， 列举了一
些常见的不良现象， 引导同学
们培养健康向上的生活习惯 ，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分辨是非
的能力，自觉养成法治观念。 学
生们听得津津有味， 不时与唐
文君互动，现场气氛热烈。

作为 该 院法 治 宣 讲团 成
员，唐文君已多次参与民法典、
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
宣讲。 近年来，雁峰法院持续加
大法治宣传力度， 在全院范围
内认真挑选 8 名青年干警 ，组
建法治宣讲团队，深入社区、乡
村、学校、企业等开展宣讲活动
40 余次，受到群众好评。 此外，在
定期举办的法院开放日活动中，邀
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机关单位
工作人员及社区群众等各类群
体 ，旁听庭审 、见证执行 ，接受
更直观的法治教育。

今年以来， 该院还努力以
群众喜闻乐见 、易于接受的形
式开展各类普法宣传活动 20
余 场 ，推出 了 《家宴 》《多元解
纷奏响和谐强音》等原创视频，
结合实际案例， 广泛进行普法
宣传。

下一步， 雁峰法院将牢固
树立人民至上理念， 积极提高
审判质效， 进一步完善和优化
司法为民措施， 让人民群众切
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里
衡阳市雁峰区法院持续推出便民利民务实举措

法院巡礼

通讯员 汤研科 鲁值良 王娟
7 月 8 日上午，76 岁的陈大爷走进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咨询法律问题。工作人员耐心倾听，详细解答了陈大爷的疑惑。半个小

时后，陈大爷露出满意的笑容，离开大厅时还频频招手致谢。
今年以来，雁峰法院结合“为群众办实事示范法院”创建，立足审判职能，持续更新推出系列便民利民务实举措，切实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热

点、难点和堵点问题，以实际行动彰显为民情怀，践行为民宗旨，着力提升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和幸福感。

雁峰法院法治宣讲团队走进辖区茶园村，将民法典及防范电信诈骗等“法律大餐”送到村民家门口。

雁峰法院执行局高效执结一起涉民生案件，收到当事人送来的锦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