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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拳出击向“老赖”宣战

“一定要重拳出击，向‘老赖'宣战，
发动社会共同参与解决‘执行难’！”9
月4日，全省三级法院“执行大会战”集
中行动同步启动，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李俊在我市启动仪式上发出响亮指令。

“执行大会战”集中行动中，全市共
集结两级法院数百名干警，并邀请市、
县两级党委、政府、政协领导及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检察院干警见证执行。
四川法制报、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资
阳日报等媒体记者现场采访直播。

本次行动，我市两级法院重点清理
排查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涉企业、涉金
融、涉民生、涉特殊主体等案件，共清理
排查出 85 件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并
依据案件特征、类型，对每一个案件都
制定了详尽的执行实施预案。同时，建
立集中执行案件台账，严格落实包案领
导和承办人员，细化任务，落实责任，做
到“一案一对策、一事一方针、一人一措
施”，确保执行效果。

执行特色亮点突出

亮点一：打击拒执犯罪，提升威慑
效果。9月 5日下午，雁江区法院公开
开庭审理了资阳市今年首起涉嫌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被告人陈某犯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缓刑 1 年。本案的审理，对有履
行能力而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
裁定的被执行人起到了较好的警示教
育作用。

亮点二：院长带队执行，人大代表
督战。在执行大会战期间，安岳县法
院各路执行小组均由院长、副院长带
队。院长李一兵与人大代表一起奔赴
李家镇和平乡，执行申请人安岳县食
药监局与安岳县子源副食店、陶某行
政非诉一案。被执行人及其老公态度
蛮横，拒不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执行
法官当即下令采取强制措施，将被执
行人拘传至法院。到法院后，拥有一
家副食店和一家电信营业厅的被执行
人仍然表示无财产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执行法官立即宣布对其
采取拘留措施并罚款 5000元。人大代
表林生益见证了整个执行过程，他表
示，法院的执行手段越来越强硬，执行
氛围也越来越浓厚，诚信社会正在逐
步形成。

亮点三：拘传公职人员，亮剑特殊
主体。在安岳县法院执行被执行人陈
某一案中，陈某现系安岳县长河源镇政
府工作人员，执行法官与镇党委书记沟
通后得知被执行人在安岳县城，执行法
官迅速返回安岳将被执行人拘传至法
院。执行法官以“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应知法、懂法、守法”的角度对其做思想
工作，但被执行人陈某誓要与法院“斡
旋”到底，并表示不会还钱。执行法官
当即决定对其拘留 15 天，罚款 5000
元。第二天，陈某亲属将全部案件款兑

现给了申请人，并交纳了全部罚款。
亮点四：采取“错时工作制”，力掀

执行风暴。乐至县法院干警针对部分
被执行人难找、财产难查的情况，充分
利用早晨、晚上等被执行人在家的有利
时间段，通过实施“凌晨风暴”“晚霞突
击”等突击行动，迅速果断深入到被执
行人家中寻找被执行人及财产线索，掀
起了一阵又一阵让“老赖”胆战心惊的
执行旋风。

亮点五：集中约谈被执行人。在执
行大会战期间，我市县区法院均集中约
谈教育被执行人，对被司法拘留的多名
被执行人进行了多场集中普法教育大
会。在积极营造打击“老赖”高压态势
的同时，对被拘留人宣讲拒不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逃避执行、规避
执行、抗拒执行的法律后果。接受教育
后，在场的被执行人深切感受到法院打
击“老赖”的坚定决心和手段多样性，纷
纷表示一定想方设法履行法院生效裁
判文书确定的义务。

亮点六：加大宣传力度，强化威慑
效果。在执行大会战期间，两级法院共
邀请14家媒体16名记者深入报道此次
行动；安岳县法院在执行工作采取微博
直播等方式进行宣传，得到广大网友的
高度评价。

亮点七：借力信息化，推动智慧执
行。执行大会战中，各执行人员均采用
执行单兵系统、智慧执行手机APP等，
将执行过程全程录音录像，推动了我市
执行工作信息化、执行过程规范有序。

（下转二版）

本报讯（记者 黄建伟）10月17日，
记者从四川省人民政府网获悉，日前，
省政府发文对有突出表现的 11 名见
义勇为个人和 3个见义勇为群体给予
奖励，每人奖励 5万元。我市 1人 1群
体榜上有名。

获见义勇为个人奖励的是安岳县
周礼镇横坝村个体工商户孙传辉，目
前在横坝村 1组从事门窗销售经营工
作。2017年 4月 16日，三名不法人员
驾车在周礼镇一农户家偷盗鸡鸭时，
被主人发现并大呼求援。邻近的孙传
辉及工人听闻后，立即到公路上拦截
驱车逃离的犯罪嫌疑人。拦截失败
后，孙传辉又驾车追赶，终在周礼场镇
转盘处将犯罪嫌疑人挡获直至警方介
入调查。他因此分别被资阳市、四川
省评为“有突出表现的见义勇为先进
个人”。

获见义勇为群体奖励的是乐至县
童家镇陈家祠村村主任涂代华、童家
镇陈家祠 1 组村民陈善立、国网四川
乐至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李斌 3
人。他们的见义勇为义举至今还在当
地广为传播。今年3月6日，童家镇吴
家祠村一村民开着四轮电动车送孙女
上学，在避让对向车辆时，不幸连车带
人从拱桥上落入河中。事发后，途经
此地的涂代华和陈善立先后跳入河
中，在浑浊冰冷的水中踹破电动车挡
风玻璃，搜救起已嘴唇乌黑、面部青
紫、四肢不动，甚至已停止呼吸的 4岁
幼童；电力维修工李斌执着为溺水幼
童做心肺复苏 20余分钟，从死神手中

“抢”回宝贵的小生命后悄然离去。随
后，涂代华、陈善立、李斌的义举被央
视新闻微博等媒体广泛传播，并被评

为天天正能量一等奖，但他们将万元
正能量奖金全部捐给关爱留守儿童的
公益事业。三人同获今年第二季度

“四川好人榜”见义勇为好人称号。

本报讯（记者 李建根）10月18日，
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市委副书记段再
青率队到雁江区开展贯彻落实市委四
届六次全会精神全覆盖督导。

段再青一行实地走访了四川安井
食品有限公司、四川环境科技职业学
院、资阳天立国际旗舰学校、城东新区
滨江路堤景观带、水体公园等重点企
业和项目，现场抽查区级部门和乡镇
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情况，与雁江区党
员领导干部开展个别访谈，并及时交
流反馈了督导意见，认为雁江区贯彻
落实市委四届六次全会决策部署广泛
深入、有力有效，推动各项工作取得了
新进展、新突破。

段再青指出，市委四届六次全会
对资阳未来发展作出系统谋划，将雁
江区定位为“成资同城化创新发展先
行区”，充分体现了对雁江发展的重视
支持。贯彻落实市委四届六次全会精
神，关键在于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
实。雁江区要认真学习、深入领会，强
化责任、真抓实干，结合实际研究完善
行动方案和实施举措，不断创新工作的
举措和抓手，努力攻坚破解发展难题。
要坚持把产业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支撑，不断深化改革，持续扩大开放，深
化乡村振兴，扎实抓好今年目标任务完
成和明年重点工作谋划，在推进成资同
城化中当好主阵地、排头兵。

本报讯（记者 李远雄）为深入贯彻
落实市委实施环境立市战略部署要求，
近段时间以来，市环境保护局压紧压实
责任，持续用力构建良好生态环境，突
出改善硬环境、优化软环境，瞄准环境
保护薄弱环节精准发力，厚植发展优
势，全力助推成渝门户枢纽、临空新兴
城市加快建设。

——完善环境保护责任体系。在
全省率先制定出台《资阳市级党政领导
干部环境保护职责》《资阳市乡镇（街
道）、村（社区）及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职
责清单》《资阳市乡镇（街道）、村（社区）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目标考核管理办法

（试行）》，建立健全市、县、乡、村四级生

态环境保护责任体系，细化明确各级干
部在环保工作中的职能职责，使各级领
导干部研究推进环保工作有章可循，领
导干部履行环保职责考核奖惩有据可
依。目前，正积极推动出台环境保护一
票否决办法和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
办法。

——扎实抓好环保督察问题整
改。组织开展环保督察问题整改市级

“回头看”，从市环保委员会成员单位抽
调精干人员32人，组成5个现场驻点督
察组对全市 1095个环保督察问题开展
全覆盖“回头看”。截至8月底，中央环
保督察反馈意见 5个方面 34项整改任
务已完成11项，制定的142条整改措施

已完成 68 条；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
组进驻四川督察期间交办我市办理信
访件141件，已完成132件；省环保督察
发现问题348件，已完成整改331件。

——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全面实
施《资阳市环境空气质量限期达标规
划》，规范渣土运输，全域禁止露天焚
烧，全面淘汰黄标车，1—8月环境空气
质量较去年同期实现较大改善，PM10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4.9%，PM2.5 平均
浓度同比下降 7.5%。全面启动全市污
水、垃圾处理三年行动计划，提标改造
城乡生活污水处理厂 12 座，新建乡镇
污水处理厂 54 座，新增处理能力 7.62
万吨/日，力争在 2 年内实现全市建制

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和沱江流域行政村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两个全覆盖”。全
面落实“河长制”，启动实施阳化河流域
鄢家河环境综合整治、岳阳河段流域环
境综合治理等项目，1—8 月沱江干流
资阳段国控断面水质达到Ⅲ类标准，市
级饮用水水源地老鹰水库水质达标率
100%。重拳打击环境违法违规行为，
会同公安、农业等部门加大联合执法，
针对群众投诉热点问题，对环境敏感区
域不定期开展专项联合执法检查，严厉
打击违法行为。截至8月底，已下达处
罚决定 104 件，罚没款金额 2500 余万
元，运用四个配套办法处理违法案件
25件。

金秋时节的乡村，到
处洋溢着喜悦。眼下正
是柑橘成熟的时节，在雁
江区丰裕镇的乡村公路
上，随处可见开着卡车收
购柑橘的商贩。路边的
果园里，金黄色的柑橘挂
满枝头，不时有挑着满箩
筐柑橘的果农进进出出，
一派丰收的景象。

本报记者秦建华摄

讲政治抓落实求突破提士气
全力推动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市环境保护局

压实责任持续用力构建良好生态环境

剑指执行难
——我市两级法院集结执行大会战成效显著

一度时期，法院生效判决
难以执行，社会各界对解
决法院“执行难”的呼声越
来越高。近期，我市两级法

院用集中利剑行动，较好地回应了各
界呼声——

今年9月，我市按照省高级法院
部署，市、县两级法院联动，剑指“执
行难”，打响集结执行大会战。3天集
中攻坚，捷报频传：

全市法院共出动执行干警265
人、警车36辆，执行案件191件，执
结案件74件，执行到位金额6111.3
万元；

找到被执行人110人，扣划被执
行人的银行存款426.65万元，查封
房产129套，查扣车辆3台；

拘传34人，司法拘留24人，罚
款10人，罚款金额2.55万元，发布
失信被执行人73人，公开曝光93
人，公开审理判决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1人（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
1年）；

集中约谈被执行人49人，集中
兑现案款2948.9万元，采取强制措
施后 17 案 17 人主动履行金额
235.35万元。

我市两级法院通过3天的集中
执行行动和召开多场集中拘留教育
大会，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社会
效果和法律效果。

□ 本报记者 胡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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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再青到雁江督导

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全会精神
当好成资同城化排头兵

新闻集装箱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组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框架方案》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组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
队伍框架方案》，就推进公安消防部队和武警森林部队转制，组建国家综合
性消防救援队伍，建设中国特色应急救援主力军和国家队作出部署。

组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有6个方面的主要任务。一是建立
统一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二是建立专门的衔级职级序列。三是建立规
范顺畅的人员招录、使用和退出管理机制。四是建立严格的队伍管理办
法。五是建立尊崇消防救援职业的荣誉体系。六是建立符合消防救援职
业特点的保障机制。

2020年我国智能网联汽车市场规模
可达1000亿元以上

工信部部长苗圩 18日表示，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快速发展并
加速向各领域渗透的当下，发展智能网联汽车已成共识。我国推动智能
网联汽车发展环境日趋完善，预计至 2020年，我国智能网联汽车的市场
规模可达到1000亿元以上。 均据新华社

首批网贷借款人恶意逃废债信息
已纳入央行征信系统

记者18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为防范化解P2P网贷平台风险、建立
和完善互联网信用体系，首批网络借贷平台借款人恶意逃废债信息已纳
入央行征信系统，共涉及逾期金额近 2亿元。央行表示，下一步，网贷平
台失联、跑路的高管信息也将纳入征信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