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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嘉莉

33 年的法院工作经历，他虽褪
去了激情澎湃的劲头，却愈发沉稳
理智；岁月虽改变了他的容貌，却
改变不了他司法为民的初心。他在
平凡的岗位上燃尽芳华，慢慢青丝
化白鬓，俯首甘为孺子牛。他就是
市中级法院劳动者权益保护审判庭
员额法官毛富忠。

1987 年，毛富忠开始从事民事
审判工作，这一干就是 30 多年。多
年来，他始终坚守在审判第一线，
默默无闻，埋头苦干，即使到了知
天命的年龄、身体欠佳，他依然像
老黄牛一样默默耕耘着审判事业，
从不埋怨，也从不炫耀。

今年8月初的一天早上，毛富忠
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
救治。经过抢救，躺在重症监护室
的毛富忠，清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
要求和单位联系，交代一起案件的
办理事宜。“这绝对不行，你的情况
太危险了，现在只能静养休息。”主
治医生坚决不同意其打电话。“医
生，你就让我打一个电话吧，这是
我负责的案子，别人不了解情况，
如果不交代清楚，我真的没法安心
养病。”毛富忠一直苦苦哀求医生，
而且血压飙升。“真拿你没办法，没
有见过你这么不要命的病人。那你
打一个吧，下不为例。”为了让毛富
忠的情绪稳定下来，医生破例让他
打了个电话。

案件交代清楚后，毛富忠的心
才安定下来。经过一段时间治疗
后，毛富忠出院了，出院时医生专
门叮嘱他要少劳累、多休息，至少
在家休息一个月才能上班。“这么长
时间啊，我还有很多案件需要开
庭、结案，我可没时间休息这么
久。”毛富忠心里嘀咕着。出院回家
才两天，毛富忠便坐不住了，他觉
得在家躺着就是浪费时间，于是悄
悄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毛富忠的
儿子得知消息后立马将老爸“扣”
在了家里。可毛富忠却说：“我已经
好多了，可以上班了。另外，这些
案件不能再拖了，这时候交给别人
办理肯定会超期，拖累整个办案团
队不说，当事人也会不满意的……”

拗不过父亲的执着，儿子最终让步了，双方达成“协
议”，只能上半天班。

回到庭里后，毛富忠和往常一样，开庭、看卷宗、写
判决，忙碌中渐渐忘记了自己的病情。同事们都劝他以身
体为重，他说：“我没什么事了，庭里的案件多，任务又
重，我不能耽误工作。”

其实，这并不是毛富忠第一次带病工作。2018年夏
天的一个晚上，毛富忠为了完成“执行百日会战”的任
务，吃完饭就急匆匆出门到单位加班，下楼时走得急，崴
了脚，眼前一黑，从楼梯上摔了下来。经医院诊断，毛富
忠左脚食趾骨折，身上多处软组织擦伤，只能打上厚厚的
石膏，拄上了双拐。

两周后，刚把石膏拆了的毛富忠就拄着拐、打着绷
带，一步一挪地到单位上班了。同事们见到“轻伤”不下
火线的毛富忠后都埋怨说：“毛哥，你都50多岁了，心疼
一下自己吧，脚都摔骨折了，还这么玩命工作。”毛富忠
憨憨地笑着说：“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来单位
干活。”

工作中，毛富忠始终告诫自己，办好案就是法官
的天职。毛富忠虽然是名老法官，但在审判路上从不
掉队，他坚持多办案、办好案，年办案数一直保持在
200 余件。不仅如此，他还熟练掌握了信息化应用技
能，网上开庭、微信调解、点节录入等都应用自如。
毛富忠的工作能力和敬业精神在市中级法院有口皆
碑，他的执着、担当感染者身边的每一个人，他先后
荣立个人三等功 2 次，被市中级法院评为先进工作者、
优秀党员等荣誉称号。

面对青年法官，毛富忠发挥“传帮带”精神，甘
当人梯，倾其所有，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多年的办案经
验和心得传授给年轻同志，帮助他们快速成长。“我有
责任和义务将这份神圣的事业传递下去。”毛富忠如是
说。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毛富忠没有显赫的功
绩，也没有惊天的伟业，只是一位平凡的老法官。在
过去的 33 年里，他始终牢记法官的责任与使命，始终
坚守在审判工作一线，把满腔热情倾注在平凡的审判
岗位上，用无言的忠诚诠释着一心为民的无悔人生。

“在法官岗位一天，我就要尽心一天，就要多为当事人
办一点实事，这样才能对得起老法官的身份”。毛富忠
认真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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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郭嘉莉） 9 月 11 日一大
早，市中级法院、修武县法院、修武县公
安局联合行动，出动干警40余人，在2名
人大代表的见证下，对修武县境内一家失
信企业进行强制执行，在连闯了“五道
关”、鏖战 5 个小时后，成功将该厂一台
已经拍卖的机器设备装车运走，并交付给
外地买受人。

当日 8 时，市中级法院执行二庭、法
警支队 30 名干警在新审判楼前整装集结，
执行局党总支书记张春雷作战前动员，并
详细介绍了作战方案。干警们领到任务后
齐声应答：“保证完成任务！”

第一关

9 时 50 分，各路参战干警准时抵达执
行现场，但是刚一下车便吃了闭门羹。厂
区大门被两条粗铁链死死捆住，工程车辆
无法进入，门岗保安拒不配合，谎称“领
导不在，大门坏了，打不开”。

在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张春雷一
声令下：“拉警戒线，封锁现场，全程录
像，强行开锁！”

开锁公司发现，两条链锁被动了手
脚，无法开启，只能破拆。数分钟后，第
一道关卡被打破。

第二关

干警们刚进入厂区，突然从旁边冒出
多名“群众”，自称是厂里工人，要求法院
优先执行被拖欠的工资款。

“该企业涉及案件众多，需要一件一件
办理，拖欠工资的事情法院正在抓紧办
理，今天执行的是另一起案件，请大家给
予理解，不要影响法院办案……”市中级
法院执行二庭副庭长于泽都耐心地进行了
解释。但是，这些不明身份人员依然不听
劝阻，阻碍执行。

“有问题可以直接到法院反映，如果继
续阻拦执行，我们将强制清场，一切法律
后果将由你们承担……”20分钟后，执行
干警将这些人员请离现场。

第三关

大家来到厂房门前，意外再次发生，
“铁将军”把门。

经过一番检查，发现卷闸门没电，手
动链条失灵。一位姓郭的副总“及时”出
现在现场说：“企业一年多没生产了，电早
就断了，这门也年久失修、坏了。”执行干
警却发现车间里的电子监控还在正常运作。

“你们是被执行人，有义务配合法院执
行，如果不自行打开大门，我们将依法强
行破拆，一切损失由你们承担！”执行干警
说。

“管车间的人不在，我没有钥匙，真打
不开……”郭副总解释。

交锋半小时后，执行干警找来叉车，
将卷闸门强行破拆。

第四关

工程车辆开进厂房，准备吊装被执行
标的物时，郭副总着急地阻拦：“车床你们
可以拿走，但是配电箱、抽油泵等都不能
动，这不属于你们。”

买受人一听懵了：“评估拍卖时，这些
设备都是包含在内的，尤其是配电箱，它
是整个设备的‘大脑’，没有它，车床就是
废铁一块！”

双方为标的物产生了纠纷，而且争吵
越来越激烈。于泽都马上说：“评估公司有
详细的清单，人马上就到，法院会一碗水
端平，一颗螺丝钉也不会多拿！”

一小时后，评估公司人员赶到现场，
执行干警对照清单一一进行核实后，开始
将设备装车。但是，车间的两台单梁吊车
正好卡在车床上方，给吊装工作带来极大
不便，吊车司机不得以在狭小的空间里

“闪转腾挪”。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难操
作，终于装车完工。

第五关

此时已经是13时30分，执行干警清理

完执行现场、履行完相关手续后，
陆续走出厂门，准备在路边吃盒饭。没想
到，3分钟后，外地买受人打来求助电话：“我
们的货车被人拦住了，不让我们走！”

干警们放下盒饭，迅速赶往出事地点。
在厂区外 400 米处，发现一男一女骑

着电动自行车拦在买受人车辆前方。他们
说：“我们是厂里的门岗，领导交代了，不
能放他们走！”

“再次警告，你们的行为严重妨碍了法
院的执行工作，再不让行，将对你们采取
强制措施！”干警说。

女的知趣地离开了现场，男的却依然
拦在车前。“抓，依法强制带走！”执行法
警迅速将该男子带上警车。此时，幕后指
使郭副总又出现在现场，执行干警迅速将
其控制并带走。

为防止意外再次发生，市中级法院
执行干警一路护送外地买受人至高速公
路口，才挥手告别。外地买受人感激地
说：“真是太感谢了，焦作法院一碗水端
平，没有让我们外地人受委屈，而且护
送我们上高速，服务真的太周到了，谢
谢，谢谢……”

执行五小时 连闯“五道关”
一颗五年的“老钉子”被拔除

市中级法院劳动者权益保护庭员额法官毛富忠（左）
正在带伤办案。 郑 军 摄

“智慧执行”2.0时代迎面而来

近日，省高级法院确定焦作两级法院为
全省执行信息化系统软件试运行单位，这标
志着全省执行信息化的升级改造工作已进入
试运行阶段，全市两级法院成为全省首批试
用单位。

据了解，此次全省执行信息化系统软件
试运行工作，是对执行案件流程管理系统的
升级改造，重点对短信推送、节点管控、移
动执行 APP 三项工作进行完善，内容更加
丰富、功能更加健全，让执行工作更加公
开、规范、便捷，让申请人拥有充分的知情
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向申请人和社会公众
提供全方位的执行公开服务。

“关于您申请执行的XXX纠纷一案，焦作市
中级人民法院已经立案。”

“关于您申请执行的XXX纠纷一案，焦作市
中级人民法院经查控，被执行人名下财产为：
XXXX（财产清单），以上财产我们将依法处置。”

近日，如果收到以上类似短信，恭喜您，已
成为全省法院首批使用执行节点短信推送功能的
申请执行人。“相比较过去的‘阳光执行’微信
小程序，短信推送更加主动、直接，不需要当事
人微信关注或者登录，便可了解自己案件的办理
进度。”市中级法院执行局相关负责人说。

今后，执行案件一立案，系统后台就会通过
当事人预留的手机号码向申请人、被执行人主动
发送短信，共选取了立案、执行通知、评估、拍
卖、财产调查、案款发放等18个重要节点进行
同步推送，让当事人随时了解自己案件的办理进
度，从而减少当事人来回奔波和电话询问，既能
让当事人安心工作生活，又能让法官专心办案。

18 个节点是由后台自动推送，节点内容实
行灵活管理，既有固定内容，又有个性化需求。
该功能的上线，有效满足了当事人的知情权，增
强了执行工作透明度，加强了当事人对执行工作
的监督，让当事人了解执行工作进程，像订外
卖、快递一样一目了然，从而实现执行权在阳光
下的运行。

短信推送——18个“套餐”送上门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市中级法院查
漏补缺，补齐短板，将执行案件流程管
理系统的37个节点增加到42个，使节
点管控更加精细化、规范化。

新增的“提起首次网络查控节
点”，是这次试点工作的亮点之一。

“以前都是案件流转到执行法官手里
后，才会进行首次网络查控，那些

‘老赖’早已将财产转移，给后续的执
行工作带来严重影响。”省高级法院执
行局干警杜晓军说，如今，将首次网
络查控进行前移，在执行立案阶段，
执行干警就会直接对被执行人发起总
对总的网络查控，一旦发现有财产，
便可直接进行冻结。这样不仅可以防
止被执行人转移财产，防止执行干警
选择执行、消极执行，也能更好地保
护申请人的权益。

新增执行前审查节点。据杜晓军介
绍，以前，执行法官拿到案件后，就直
接开始执行，有时候执行一段时间后发
现因审理阶段的表述不清晰、责任划分
不明确等原因，导致案件执行不下去。
为避免这一情况发生，现在新增了执行
审查节点。“该节点是设置在立案后、

执行工作开始前。”杜晓军说，执行法
官拿到案件后，会先审查该案的裁判主
体是否明确，是不是具有可执行性，是
不是有关联案件等，如有问题会及时与
主审法官进行沟通联系，确保执行工作
能正常、顺利开展。

新增节点的冻结和解冻节点。在
执行过程中，如果某一个执行节点超
期或违规，执行案件流程管理系统将
会自动冻结，直至该问题解决才能开
展后续工作，彻底解决案件带病运行
的问题；如需解冻，根据节点重要程
度不同，必须报主管领导或上级法院
审批才能解冻，这样能进一步加强对
案件的管理。

细化拍卖节点。“以前，系统里关
于拍卖工作只有一个节点，现在，我们
把它进行了细化、完善。”杜晓军说，
现在拍卖工作增加了确定参考价节点、
一拍节点、二拍节点、所有权转移节点
等 10 余个节点，同时规定了工作内
容、具体措施、注意事项等。

与此同时，还新增了律师调查令等
节点，不断规范执行行为，切实提高执
行质效。

节点管控——掐住“七寸”提质效

为方便执行干警外出办案，此次试
点工作新增了移动执行APP，实现了执
行案件流程管理系统从PC端向移动端
牵移，外出办案的执行干警只需动动手
指，就能随时随地了解案件的相关信
息，不但可以实现网上阅卷、网上提起
财产查控、网上审批、节点录入等功
能，还能完成现场取证、上传视频和图
片等工作。

移动执行 APP 突破了传统办案工
作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将在全
市法院执行工作综合管理、远程办
公运行、执行办案过程中发挥重要
作 用 ， 成 为 优 化 执 行 工 作 事 务 流
程、全面提高执行办案效率的一大
利器。

规范执行流程、公开执行信息是今
年执行工作的重点，全省执行信息化系
统软件的试运行，将进一步推进执行信
息公开和执行流程规范，让当事人充分
拥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同时，促
使法院执行工作公信力提升，执行案件
信访率降低，执行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得
到强化，促进执行干警的业务素质得到
提高。

全市两级法院将以此次试点工作
为契机，积极反馈使用情况，逐步深
化和完善，不断推动执行信息化的深
度应用，力争将我市执行工作推向一
个新高度，将执行信息公开、案件流
程管控打造成全省法院执行工作的一张
新名片。

移动执行APP——便捷执行的“掌中宝”

核心提示

移动执行APP截图。
（市中级法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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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该企业以机器设备向某
银行抵押贷款近 2000 万元，后因经营不
善，无力偿还，被起诉至市中级法院。经
法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企业
应当于2015年11月30日前偿还所有本金
及利息。但是，协议到期后，该企业拒不
履行，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鉴于当时该企业还处于生产状态，市
中级法院主动做申请人工作，希望给予企
业适当的缓冲期，帮助其渡过难关。在反
复沟通下，某银行表示谅解，同意推迟还
款。但是，直到2019年7月该企业彻底停
产，仍然拒不履行协议，于是某银行申请
恢复执行。

据了解，该企业涉案众多，在各县
（市）区10个基层法院均有案件，已经有
近百起案件进入执行程序。鉴于该企业已
经失去生产能力、失去诚信，于是对其采
取强制执行措施。

⬆ 9 月 11 日早
上，市中级法院执
行干警整装待发。

郑 军 摄

⬅“铁将军”挡
道，叉车破门。

郑 军 摄

⬅大门被锁，强
行破拆。郑 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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