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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档案

刘建斌，男，1963 年 11
月生，汉族，中共党员，大
学本科，现任马村区法院专
职审委会委员。20 多年来，
他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锋
模范带头作用，严于律己，
廉洁奉公，勤于学习，勇于
创新，先后 3 次记个人三等
功，7次获得全市法院“十佳
法官”“模范法官”“和谐调
解十大标兵”“家事审判”先
进个人等荣誉称号，2007 年
荣获全省法院“优秀法官”，
2008 年 被 省 委 政 法 委 授 予

“全省政法系统执法先进个
人”。

焦作中院微信公众号

本报记者 郭嘉莉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
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
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这首

《少年》完美诠释了武陟县法院立
案庭速裁团队法官宋永盼对法律事
业的执着、追求和信仰。

2015 年，宋永盼到武陟县法
院工作。经过5年的锤炼和不懈努
力，从一名初出茅庐的法学生成为
执槌判案的员额法官。2020 年年
初，宋永盼正式成为审判员，和1
名法官助理、2名书记员共同组成
速裁团队。如今的他，早已褪去当
初的青涩，成为该院审判队伍的中
坚力量。

当断则断是宋永盼的办案风
格，办案中，他始终尽全力做到当
天结案，有效缩短诉讼周期，为当
事人提供及时、公正、合法的司法

保障。
原告冯某和被告温某系民间借

贷纠纷，2019年7月，温某向冯某
借款1万元，并出具了借条，约定
10 天后归还。到期后，冯某多次
讨要无果，便将温某告到了法院。
受理此案后，了解到冯某是江苏省
人，宋永盼便多次通过电话、微信
等方式和冯某沟通联系，在依法快
速审查了案件基本事实和相关证据
后，宋永盼立即组织双方开庭并当
庭宣判。至此，冯某仅来法院一
趟。4月23日，当庭拿到判决书的
原告冯某激动地说：“真没想到，
我能当庭拿到判决书，宋法官的办
案效率真高。”

宋永盼的高效除了得到当事人
的认可外，也得到了律师的称赞。

“我真得夸夸宋法官，办案效率
高，当天立案，最快当天就能拿到
判决书，并且文书质量也是相当
高。”在律师座谈会上，一名律师
给予宋永盼极高的评价。

对于当事人争议不大、有调解
意向的案件，宋永盼始终坚持以调
解方式将争议尽早化解，并将调解
工作贯穿于案件审理的始终，减少
当事人成本和时间支出，真正做到
案结事了。

王某和高某都是大车司机，因
手头紧张，高某向王某借款 6000
元。借款到期后，高某找各种理由

迟迟不还，王某将其告上法庭。宋
永盼受理此案后，认为该案标的较
小，决定进行调解。由于双方当事
人都已外出打工，宋永盼便通过

“云间法庭”进行网上调解。
调解当天，王某在内蒙古，高

某在贵州，双方将大车停在路边，
通过手机屏幕和远在焦作的宋永盼

“连线”。宋永盼说：“你们开大车都
很辛苦，挣点钱不容易，我相信你们
都理解，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
刚刚复工复产，一次性还清也不
现 实 ， 你 们 换 位 思考一下……”
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每月还
500元，分期还清所有欠款。

“在立案庭的 3 个速裁团队
里，宋永盼的结案数最多、当庭宣
判率最高、效率最快、存案最
少。”该院立案庭庭长张丽萍这样
评价宋永盼。宋永盼平均每天开庭
六七个，最快十几分钟判决结案，
利用下班及周末时间草拟法律文
书。据统计，今年1月至5月，宋
永盼共审结案件190件。

工作之余，宋永盼还坚持学习
新出台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

“作为一名法官，我必须与人民同
心同德，并不断突破自我，才能在
审判事业的道路中享受到每‘进一
寸’的欢喜。”在“法官沙龙”活
动上，宋永盼表达了自己的感悟。

维护法律尊严、守护公平正
义，这是宋永盼踏入司法道路的初
心与壮志。如今，他对法律的信仰
和敬畏始终没有改变，司法为民的
信念丝毫未减。

宋永盼：司法为民的初心从未改变

本报记者 郭嘉莉

“心中有百姓，当个好法官。”
这是马村区法院法官刘建斌常挂在
嘴边的一句话，也是他多年来对自
己的要求。他将 20 多年韶华献给
司法事业，用实际行动坚守维护公
平正义和司法为民的初心。

作为一名老法官，刘建斌始终
紧跟时代步伐，适应社会变化发
展，不断提高司法服务的能力和水
平。疫情防控期间，他积极转变工
作方式，熟练运用线上法庭审理案

件，走“新”更走“心”。“我是一
名共产党员，关键时刻不能掉
队。”刘建斌说。

为做好线上庭审工作，刘建斌
认真学习信息化操作知识，主动参
加信息化培训，一边学习，一边摸
索，记不住就抄在小本上反复记，
看不懂就积极请教年轻法官，直到
学会为止。白天学习，晚上操练，
经过一段时间高强度的训练后，刘
建斌成为全院掌握并熟练运用网上
法庭办案的第一个老法官。

在审理一起离婚财产纠纷案
时，他首次通过“网上云法庭”给

双方当事人做调解工作。他熟练地
滑动鼠标，操作系统界面，通过在
线平台组织双方进行举证、质证
等，整个调解过程井井有条、环环
相扣、高质高效，得到了双方当事
人的一致认可，确保了在非常时期
案件审理和疫情防控两不误。

作为一名老法官，刘建斌的工
作信条是“尽心尽力做好自己分内
的工作”，工作中的他总是带着强
烈的危机感，因为他深知当法槌落
下的一刹那，伴随着的是沉甸甸的
责任。

去年冬天，马村区一家公司与

内蒙古某硅业有限公司因 70 余万
元的货款发生纠纷，辖区企业非常
着急。分到案件后，刘建斌主动与
内蒙古的公司进行电话沟通。“一
聊天，发现双方的分歧并不是很
大，主要是一些事项没有沟通好产
生了纠纷。”刘建斌说，通过做工
作，双方表示愿意坐下来调解。于
是，刘建斌和同事驾车 1000 多公
里跑到内蒙古包头市进行上门调
解。经过一整天的辨法析理、耐心
疏导，被告公司负责人不仅协助法
院到银行将 70 余万元的货款转
回，而且答应辖区企业不会因为这
个误会而中断合作关系。刘建斌用
4天时间的奔波成功化解了该起纠
纷，得到了辖区企业的好评。

作为一名老党员，刘建斌除了
承担繁重的审判任务外，还积极投
身社会实践，认真完成党支部安排
的各项学习和工作，常常到帮扶村
参与扶贫工作，为贫困户解决实际
困难，还利用休息时间积极开展普
法、志愿者服务、巡回法庭等工
作。他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影响和带动身边的年轻党员，努
力做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践
行者。

在刘建斌看来，群众利益无小
事，作为法官的他就是要及时有效
化解当事人的纠纷，做到案结事
了，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个案件，无
愧于自己对公正与正义无怨无悔的
追求。

刘建斌：用实际行动坚守公平正义

本报讯（记者郭嘉莉）一家公司内部股权变
更，结果股份却被人倒卖，股金也打了水漂，造
成出让股权的股东人财两空、损失惨重。山阳区
法院及时出手，通过强制执行，为股东追回了股
金，有效维护了企业的稳定。

2009年，都某、李某等4人共同出资成立了
某公司。2014 年，都某与李某签订了股权转让
合同，约定都某以 50 万元的价格转让其公司
25%的股份给李某。然而，李某拿到股权后，转
手又卖给赵某等人，在拿到赵某等人支付的50
万元转让费后，竟然私吞了这笔钱，迟迟不将钱
转给都某。都某一怒之下将李某诉至山阳区法
院，判决生效后又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干警迅速查询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结
果发现李某名下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一时
陷入僵局。该院党组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小

组，由执行局局长牵头督办，并多次主动约
访、上门走访、疏导教育、释法明理，希望通
过调解方式妥善解决该案。但是，被执行人李
某依然无动于衷，山阳区法院于是启动强制执
行程序。

近日，申请人都某得知李某在某小区有出入
记录，该院执行局局长廉玉光和案件负责人张红
光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拟订作战计划，并于次
日6时将睡梦中的李某成功抓获。在羁押室，执
行干警最后一次警告李某，如若再不履行法院判
决将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然而，李某依然抱着侥
幸心理，满不在乎地说自己没钱。执行干警见状
对其作出司法拘留15日的决定，并拿出拘留决
定书。当执行干警准备宣读时，李某慌了神，立
刻表示再想想办法。李某打了一通电话后，找朋
友凑了40万元现金，可是还未凑够50万元。都

某看到法官为了自己的案件不辞辛苦很是感动，
表示愿意放弃部分款项，因此该执行案件得以顺
利解决。

股权转让“鸡飞蛋打” 强制执行“完璧归赵”

本报记者 郭嘉莉

“公司权益能最快维护，生产经营能正常开展，5000 名
员工能安居乐业，这都得益于‘中站审判速度’，得益于全
体干警义无反顾地辛苦付出。我们真诚地道一声：你们辛苦
了。我们全体员工向贵院致以深深的敬意和最崇高的感
谢。”8 月 25 日上午，一家上市公司长达 2000 字的感谢信送
到了中站区法院，字里行间彰显了法院为企业保驾护航的责
任和担当。

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各行各业、各个市场主体带来了
严重冲击，中站区某上市公司及其名下的子公司也遭受较大
影响，各种纠纷急剧增多。为护航企业发展，维护企业合法
权益，中站区法院积极作为、主动发力，跑出了优化营商环
境的“加速度”。

巧调解 挽回损失130万元

2020年4月17日，原告一家子公司与被告外地某新材料
有限公司就“熔喷PP”签订产品单批协议，原告以35000元每
吨的单价购买了生产疫情防控物资所需的原材料60吨，双方
约定，原告一次性付清全部货款，被告要在5月份内将货物全
部供应到位。

5月初，被告供应货物18吨。5月27日，被告将剩余的42
吨货物供应到位。而此时，由于全国疫情防控趋于稳定，相
关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出现了巨大波动，从起初的35000元每吨
降至15000元每吨。因为巨大的数额差距，原告拒收了42吨货
物，并向被告提出异议，但被告不予采纳。于是，原告起诉
至法院，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并退回货款147万元。

“如果我们接收这42吨的货物，就意味着公司不用生产，
每吨就亏损2万元，这么大的损失我们真的承担不起。”原告
公司负责人向法院说明公司的难处。该案承办法官认为，买
卖合同纠纷中，如果从诚实守信方面讲，原告应该无条件接
收剩余货物，但因为疫情这个不可抗力的因素，造成市场出
现较大波动，如果损失都由原告承担确实有失公平。

于是，承办法官召集双方当事人共同坐下来协商解决问
题。“签订合同虽然讲究诚信但也要兼顾公平，请你们理解一
下当地企业的难处，他们买了这么多原材料，不生产就亏了
84万元，真的是不容易。”调解中，承办法官一直在给被告做
工作。“我们作为国有企业，并不是完全不考虑地方企业的难
处，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谁也没有预料到，我们愿意退还货
款，但也希望能适当弥补一下我们的损失。”被告公司负责人
表示。

经过调解，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原告弥补被告损失
17万元，被告退还原告货款130万元，双方并没有因诉讼产生
隔阂，反倒为后续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得到了双方当事人
的认可。

化源头 及时保全393万元

由于受疫情影响，广西某矿业有限公司、深圳市某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东莞某电池有
限公司等四家企业，一直拖欠该上市公司一家子公司的货款
不给付，万不得已，该上市公司诉至法院。

立案后，根据原告企业申请，法院立即对这四家企业进
行了诉讼保全，冻结了相应的银行账户。当天下午，广西某
矿业有限公司便主动联系原告：“因为疫情，我们的经营状况
确实受到了影响，麻烦你们让法院将我们的银行账户解封
吧，解封后立马打款。”原告企业向法院说明情况后，法院立
马进行了解封，没多久，对方便归还了所欠货款8万元。值得

一提的是，该案从立案到结案只用了一周时间。
与此同时，其他几起案件也在同步推进。目前，深圳市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某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东莞某电池有限公司也与原告企业取得联系，表示愿意调解并已达成初
步和解协议。

因拖欠大额研发费用，该上市公司将保定某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河北某客车有限
公司诉至法院，并申请了诉讼保全。接案后，承办法官第一时间进行了网络查控，冻结被告
企业银行账户金额共计85万元。

在另一起纠纷案件中，中站区法院承办法官带队前往甘肃省永靖县进行了跨省财产保
全，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共查封工程车、气罐车20余辆，价值300万元。及时、高效的诉
讼保全，不但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从源头上降低了执行难的风险。

强执行 全力兑现246万元

被执行人司某经营一家贸易有限公司，为维持公司正常运营，向该上市公司名下的小额
贷款公司借款。由于长期经营不善，导致借款无法归还，该小额贷款公司将司某及该贸易公
司告上法庭，要求偿还200余万元本金及利息。

判决生效后，司某一直未履行还款义务，于是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接案后，承办法
官迅速对司某名下的财产和担保人郑某名下的存款进行了冻结划拨，扣留提取了司某的到期
债权，共计46万余元。同时，还查封了担保人熊某名下的5间门面房。

“我正在积极寻找合作伙伴，法官您再给我点时间，等公司周转过来了我就还钱。”司某
多次找法官，希望宽限一段时间。鉴于司某的还款态度良好，并且陆续归还了一部分钱款，
法院做通申请人工作，给司某机会和时间进行周转。

然而，一段时间之后，承办法官发现该公司确实经营困难，很难再起死回生。“法院已
经给了你足够时间，但公司仍旧没有丝毫起色，虽然你还了一部分钱，可距离标的额差得太
远了，我们必须保证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兑现。”承办法官说，“熊某作为担保人，要承担
连带责任，既然主债务人还不了款，法院要拍卖熊某名下的门面房。”

最终，这5间门面房被成功拍卖，帮助该小额贷款公司挽回损失200余万元。
一桩桩、一件件实事，不仅让这家上市企业渡过了难关、保住了5000名员工的饭碗，

更是让企业深刻感受到了司法温暖。“中站区法院虽然规模小、人员少，但是我们要在优化
营商环境、护航企业发展等各项中心工作中有‘大作为’，让企业和当事人真正感受到司法
的温度和审判的力量，为辖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该院党组书
记、院长申兵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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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站区法院法官深入企业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帮助解决涉法问题。 时俊雅 摄

马村区法院专职审委会委员刘建斌。 刘 芳 摄

武陟县法院员额法官宋永盼（中）。 王莉莉 摄

山阳区法院采取积极措施成功化解一起股权
转让案件。 张俊杰 摄

法官档案

宋永盼，男，1989年4月
出生，中共党员，历任助理审
判员、法官助理、员额法官，
现主要从事民事审判工作。工
作中，他积极主动多办案、办
好案，逐步从一名法官助理成
长为审判一线的员额法官。
2018 年，被市中级法院评为

“全市法院家事审判先进个
人”、被武陟县评为“优秀政
法干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