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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洪泽区法院扎实推进综

合治理从源头解决执行难，主动将查

人找物嵌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

成果，将499名网格员作为破解执行难

题的“N”变量，发挥其地熟人熟情况熟

的优势，变身法院执行的“千里眼”“顺

风耳”，构建“一核引领、双翼联动、多

点支撑”的“1+N”执行天网，执行工作

连续四年夺得全市基层法院条线考核

第一。

“‘1+N’执行天网工程是践行人民

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有益探索，充分

发挥网格员优势，调动人民群众参与

协助执行，实现社会治理与法院执行

工作循环推进。扩大协助执行案件的

范围、规范管理是下一步工作重点，切

实将执行创新转化为兑现群众胜诉权

益的实效。”洪泽区法院院长李玲为

“1+N”执行天网的建设提出新的方向

和要求。

一核引领实现精准打击
面对“人难找、财难寻”执行工作

难题，洪泽区法院在深度运用网络执

行查控系统的同时，主动与社会资源

融合对接，即线上与社会治理网络对

接、线下与网格员互动融合，将查人找

物嵌入网格员日常工作，化为协助法

院执行工作的“触角”。为发挥网格员

“触角”的“探头”作用，该院建立了以

法院执行指挥中心为核心阵地，辐射

全区9个镇街网格化管理中心，进而延

伸执行工作半径至村居“最后一米”，

以点带面形成执行工作的“天罗地

网”。

“没想到会在这么短时间内被找

到，我会想办法尽快把钱凑齐。”得益

于网格员提供的精准信息，3月9日凌

晨五点半，洪泽区法院干警快速出动，

将睡眼惺忪的被执行人林某堵在了出

租屋里。

为逃避偿还10万元欠款，自以为

聪明的林某玩起了失踪，本想着过去3

年多了，法院不会拿他怎么样，就悄悄

返回洪泽，租了房屋准备开始新的生

活。没想到，在回来不到10天，他就被

抓了个正着。

该院在2021年 8月扩建95平方

米的执行指挥中心，配强实体化运行

力量，聚合“854”模式线上查、冻、扣、

划优势，整合网格员协助执行送达、提

供线索、见证执行等模块，将该中心打

造为分析决策、指挥调度、流程监督、

案件管理等功能于一体的执行“最强

大脑”，凝聚起线上线下实施“1+N”执

行网格工作的强大合力。

双翼联动实现全面覆盖
洪泽区法院找准参与社会治理的

着力点、切入点，将源头治理、综合治

理、系统治理执行难融入社会治理现

代化建设进程中，借助社会治理网格

和网格员等强大资源优势，破解执行

工作中的查人找物难题，并实施高效

的执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治理。

“我们坚持以完善市域社会治理

和综合治理源头解决执行难为‘1+N’

执行天网工作的两翼，在融合对接、高

效配合中实现网格力量与执行力量的

几何倍增，大大提升了执行工作质

效。”洪泽区法院副院长贺志安介绍

说。

洪泽区法院自2018年以来多次提

请区人大、区委政法委等建立健全社

会治理网格与综合治理源头解决执行

难机制，先后与9个镇街签订了共建协

议，搭建起法院与镇街网格中心资源

信息共享平台，执行链条延展至网格

长、网格员，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执

行的创造性，变执行工作的“被动收

案”为前端出击的“主动治理”，从社会

治理层面进一步拓展执行难源头治理

的广度和深度。

成绩单上，该院2021年受理执行

案件2687件，执结2539件，执行标的

到位率、执行完毕率等指标位于全省

前列，向胜诉权利人真金白银兑现5.11

亿元。其中，网格员反馈协助执行有

效线索754条，处置案件161件，占比

6.3%，比例虽不大，但该部分案件均得

到实质化解，取得良好效果。

精细管理实现提质增效
网格员参与执行工作，不仅需要

制度的支撑还需要后续的管理培训跟

进。为此，洪泽区法院制定了网格员

参与执行工作管理规定，赋予网格员

协助执行的权利，明确了需调查了解

被执行人居住地址、行踪、财产线索等

六种情形，通过集中培训、面对面指导

等方式，帮助网格员及时有效掌握履

职要求和基本技能。

平日是网格员，战时是“编外执行

员”；奔走在村、社区最前沿，融入人民

群众中，人在格上走、执行事务格中

办，这是网格员参与执行查人找物的

真实写照。

“协助法院执行，虽然工作内容增

加了，但觉得能解决执行难题，曝光不

诚信行为，压缩失信人生存空间，为社

会和谐多作贡献，苦点累点也是值得

的。”洪泽区高良涧街道洪建社区网格

员陈国庆如是说。

网格员参与协助执行，如何让人

员与信息之间有效匹配、高效传递、精

准交换，流程管理是关键。该院打通

执行指挥中心与镇街网格中心协助执

行信息共享渠道，镇街网格中心接到

协助执行信息后，对网格员以工单制

派发、在线可视化监督，一般一个工作

日内将查找信息反馈至执行指挥中

心；执行指挥中心接到反馈后，交由执

行承办人在两个工作日内对有效线索

进行办理并归卷。

2021年以来，洪泽区法院召开网

格员协助执行工作会议11场次，就协

助执行技巧及保护自身安全开展专题

培训23场600余人次，基本实现网格

员培训全覆盖。 （鲁海军 费苏皖）

“小邢，刚收到通知，需要

你立即去如家酒店隔离点做

志愿者。”“哦，领导……”“嗯，

是不是有什么困难？”

4月 4日，淮安区法院干

警邢熙超接到组织部紧急任

务，要以青年党员身份赴密接

人员集中隔离点开展志愿服

务。疫情期间，密切接触者集

中隔离点无疑是离危险最近

的地方。但疫情就是命令，防

控就是责任，接到通知后，邢

熙超闻令而动，简单收拾一下

就迅速前往集中隔离点。

路上，他接到一个电话：

“超超，婚纱我已经挑选好了，

下周六你一定要把时间空出

来！”原来，4月16日是邢熙超

与未婚妻约定拍婚纱照的日

子。听着未婚妻幸福的声音，

他犹豫了起来。“怎么了？”未

婚妻小徐听出了邢熙超声音

里的不对劲。

邢熙超将事情经过简单

地叙述了一遍，“实在抱歉，临

时接到通知，还没来得及跟你

商量。”邢熙超告诉小徐，在集

中隔离点志愿服务时间不固

定，即使结束了，也要自行隔

离一段时间，所以4月16号根

本来不及拍婚纱照。

拍婚纱照是女孩们结婚

前最期待的一件事，然而，美

好的约定被疫情给打断了，至

于婚礼什么时候举办也可能

是个未知数。

电话那头的沉默让邢熙

超有点紧张，刚想安慰，便传

来了一句让他破防的话：“没

事，你去吧，我等你。还有，注

意安全！”未婚妻小徐，也是一

名青年党员，了解党员的使命

和初心，所以理解并支持邢熙

超的选择。

在集中隔离点，邢熙超七

点不到就要起床将隔离人员

放在门口的垃圾扔掉。他所

在的隔离酒店一共二十多层，

20至 26层是他负责的楼层，

住有三四十个人，扔一次垃圾

需要一个多小时。上午九点

半，他还要为隔离人员进行核

酸检测和体温测量，一旦有体

温异常或其他相关症状者，就

需送相关医疗机构进一步筛

查。等上午工作结束时，已经

接近十一点了，天逐渐热起

来，白色的防护服穿在身上闷

热无比，加上要来回搬运走

动，邢熙超身上已满是汗水。

中午简单休息一会儿，有

时其他人忙不过来时，他还帮

忙一起将盒饭送到每个房间，

保证每个隔离人员能按时吃

饭。下午两点，邢熙超又要开

始新一轮的扔垃圾工作，有时

候还要接收新隔离人员，接

车、登记人员信息、安排房间

入住、发放物资、消毒消杀，一

整套流程下来已经是晚上了。

“每天晚上的培训和学习

可能就是一天最轻松的时候

了。”邢熙超一边记录着当天

的情况，一边介绍道。每天晚

上八点，区疫情防控小组会组

织大家学习如何做核酸检测、

怎样穿脱防护服、突发情况应

急处置等内容。“来到这里后，

核酸检测我都会做了。”邢熙

超憨笑着说。 （华蓉）

推迟拍摄的婚纱照

今年以来，涟水县
法院围绕创建“为群众
办实事示范法院”活动，
组织干警通过法庭直通
车到乡村田间地头勘验
现场、了解案情、组织调
解，并现场解答当事人
提出的相关法律问题，
深入开展服务春耕生产
专项活动，受到辖区广
大干部群众的好评。图
为4月14日，该院大东
人民法庭法官在红窑镇
金城村现场调处一起涉
农纠纷。

（陈爱林 邓梓怡）

为做好“外防输入”工作，自3月13

日起，盱眙县法院干警唐俊龙、张宇、许

可、黄星、刘哲宇、赵鹏飞六位同志，先后

前往盱眙新扬高速路口和马坝西收费站

承担防疫执勤任务，用实际行动诠释青

年干警爱岗敬业、守土有方的责任和担

当。

“您好，请出示健康码、行程码、核酸

检测证明等材料，并配合进行体温检

测。”连日来，这是他们说过最多的话。

在循环往复的24小时里，他们要负责高

速路口来往车辆及人员的登记工作、扫

码工作、核酸检测工作和物资消杀工

作。为守好盱眙县高速路口的第一道关

卡，他们披星戴月、不辞劳苦，以实际行

动，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筑起一

道坚实的“壁垒”。

由于岗位的特殊性，而且洗手间距

离值守点有一定距离，为减少上厕所的

次数，他们只能少喝水，即使口渴，也要

忍着。“来往的司机和乘客，是很配合我

们工作的，有时听到一句‘辛苦你们了’，

我们就很开心，觉得自己的付出得到了

回报。”

只有守护好疫情防控进出通道，才

能为辖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保驾护

航。他们以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严把

进入盱眙的“关口”，确保不漏一车、不漏

一人，彰显法院人的力量与担当。

（周佳芸）

盱眙县法院干警严把高速路口“防疫关”

洪泽区法院

执行“1+N”激活UP新力量

“当知识产权受到侵害时，

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司法保护平

台，及时提起诉讼和申请保全，

有效实现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

……”4月 13日，位于金湖县

的苏仪集团四楼，一场关于该

县仪器仪表行业知识产权保护

座谈会正讨论得热火朝天。

金湖县素有“仪表之乡”的

称号，金湖仪器仪表特色产业

基地被列入国家火炬特色产业

基地，仪器仪表已经是金湖支

柱性产业。打出名气的同时，

产品被侵权假冒的困扰也随之

而来，许多企业花费心力打造

的品牌和口碑，无端被他人利

用且牟利，不仅给相关企业造

成了重大经济损失，也给金湖

仪表的声誉造成了影响，成为

影响仪器仪表行业健康发展的

大问题。

今年1月28日，淮安中院

对陶某假冒注册商标罪一案公

开宣判，金湖仪器仪表行业人

员应邀旁听。该案审理效果让

仪表仪器从业人员深刻地认识

到“法律是维护知识产权的有

力武器”。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

创新。”淮安中院积极服务保障

创新发展大局的行动并未止

步。近年来，该院严厉打击各

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启动了

刑事、民事、行政审判“三审合

一”模式保护知识产权，实施简

案快审、难案精审的繁简分流

工作模式，进一步推动知识产

权审判工作高效精准运行。

近期，在对金湖仪器仪表

企业进行走访调研过程中，法

官发现虽然很多企业备受侵权

假冒的困扰，但企业内部并没

有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或

建立起知识产权管理制度，这

导致企业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

力较为薄弱。

为形成维护知识产权执法

合力，淮安中院主办，金湖县仪

器仪表协会承办，组织召开金

湖仪器仪表行业知识产权保护

座谈会，金湖县经侦大队、市场

监管局及多家企业代表参加。

座谈会上，与会企业家代

表就如何有效保护仪器仪表行

业知识产权纷纷发言；淮安中

院及金湖县经侦大队、市场监

管局等单位结合各自工作职能

进行答疑，并表示将加强交流

沟通，形成知识产权保护合力。

金湖仪器仪表从业人员对

淮安中院开展的这项活动给予

了充分肯定。金湖县仪器仪表

协会会长刘仁广说：“法官登门

送法，本身就是服务企业的举

措。此次座谈会回答了企业家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些疑

问，为行业用法律来保护自身

权益不受侵犯作了一次‘对

表’，是一堂很好的知识产权普

法课。” （赵大为 骆康璐）

用法律为
仪器仪表行业“对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