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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讯（韩延军）近日，海南藏
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为贯彻落
实省高级人民法院《青海省人民法
院司法警察技能大训练活动》通知
精神，进一步强化司法警察队伍规
范化建设，着力提升警务技能水

平，海南州中院司法警察支队组织
开展为期 5 天的专业技能训练。

近年来，危害法院安全及被告
人脱逃、自残事件的频发，使得司
法警察在保障审判、协助执行、采
取强制措施和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以及体现司法公正、树立法院形象
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针对
上述情况，海南州中院司法警察支
队在院党组大力支持下，制定训练
方案，通过演练与实战相结合的方
式开展训练。此次训练的主要内

容包括队列训练、安全防范装备使
用和警戒具使用以及刑事审判和
民商事案件的警务保障、安全检
查、值庭等。

经过集训,使参训法警掌握了
基本动作要领，达到训练的目标，

提高了队伍素质，为司法警察队伍
更好地履行司法警察职责、保障全
州法院审执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
了进基。

海南州中院

开展岗位练兵 提升执法水平

海南讯（马莹莹）近日，
海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组织法官在共和县恰卜恰
镇香巴拉广场举行综治暨平
安建设集中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通过悬挂横
幅、播放法治宣传片、发放法
治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等形
式，向群众宣讲宪法修正案、
刑法、民法、婚姻法、国家安
全法等法律法规，重点对婚
姻家庭、民间借贷等高发性
案件进行针对性普法。现场

发放了《藏汉对照诉讼指
南》《漫画说法》等便民手册
200 余份，播放法治宣传片
两部，接待群众 30 余人次。

此次宣传活动，进一步
增强了广大群众参与社会综
合治理和平安创建的平安意
识、责任意识、法律意识，营
造了全民学法、懂法、守法、
用法的良好氛围，为推动平
安海南、法治海南建设，促进
社会和谐奠定了基础。

海南州中院

开展“综治宣传月”活动
近期，海

南 藏 族 自 治
州 共 和 县 法
院 组 织 干 警
在 青 海 湖 广
场 开 展 了 以
构 建“ 平 安
共 和 、法 治
共 和 、和 谐
共 和 ”为 主
题 的 集 中 宣
传活动。

罗桂英
摄影报道

海南讯（多杰尖参）近日，海南藏族自
治州同德县法院数字法庭首次成功运用远
程庭审系统，与西宁市东川监狱联接，公开
开庭审理了一起民事案件，这是同德县法
院首次运用远程庭审系统开庭审理，进一
步推动了法院信息化建设，促进案件繁简
分流，提升审判质效。

原告才某诉被告么某离婚及抚养权纠
纷一案，因被告么某在东川监狱服刑，原告
才某又因家庭原因不便前往西宁参加庭

审，故同德县法院决定利用远程视频庭审
系统开庭审理该案。在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管理和信息技术处的大力协助下，被告
么某在东川监狱数字法庭参加庭审，原告
才某在同德县法院参加庭审，通过远程视
频电视画面“隔空对话”，使庭审问答实现

“面对面”交流，整个庭审过程，法院采用高
清远程提讯设备，庭审进行得十分顺利，该
案最终以当庭调解方式结案。

同德县法院

海南讯（多杰尖参）近日，海南藏族自
治州同德县法院打响了全县范围集中执
行“第一枪”。

同德县法院执行局在行动前精心组
织，周密部署，形成完整的集中执行工作
方案。本次集中执行采取分组行动方式，
将全院干警分为执行组、宣传组、后勤保
障组，执行队负责抓老赖，宣传组负责普
法宣传，后勤保障组负责信息宣传。

6 月 2 日清晨，执行组成员向首个目
的地巴沟乡进发，于 11 时 10 分赶到并前
往屡次逃避执行的被执行人多某家中。
起初多某以家人出去挖虫草，无法偿还执
行款项为由，拒绝执行案款，但在执行法
官耐心向多某释法明理，分析利害，最终
使得多某端正态度，积极打电话筹得 19

万元执行款项，主动履行完毕。任务完成
之后，干警们却丝毫没有松懈，立即向下
一个目的地尕巴松多镇完科村进发。

与此同时，宣传组干警们来到同德县
宗日广场，向过往群众发放藏汉双语的

《关于敦促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依法
打击规避和抗拒执行人的通告》近 2000
份，并认真为群众普及执行工作的法律知
识，解答问题。在为期两天的宣传内，执
行干警们为近百位群众解答了民事赔偿、
民间借贷等方面的法律问题，得到了群众
的称赞。

此次集中执行，同德县法院司法拘留
1 人，拘传被执行人 15 人，搜查房屋 3 处，
执结案件 10 起，执行到位金额 44 万余元。

敲响远程开庭“第一锤”

打响集中执行“第一枪”

海南讯（祺军）近日，海南藏族自治
州兴海县法院参加最高人民法院培训班
的两名干警分别就电子案宗随案生成和
刑事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操作对兴海县法
院全体法官、书记员进行了培训。

此次培训，主要内容为电子案宗随
案同步制作及深度应用和刑事智能辅
助办案系统操作。从法院制作的裁判

文书出发，分析现有的裁判文书格式存
在问题的同时结合最高法关于裁判文
书的要求,进一步详细讲述了规范的裁
判文书样式制作过程及制作文书的注
意事项，重点强调了裁判文书错别字、
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等细节问题。同
时，讲述了刑事智能辅助办案的详细操
作步骤，包括在收到案子后如何将纸质

版快速扫描到 NP 系统，再从 NP 接入辅
助办案的全过程以及其他在扫描过程
中一些常见问题的处理等。

通过培训，兴海县法院法官、法官
助理、书记员对裁判文书制作及刑事智
能辅助办案系统进行了系统学习，培训
取得了显著成效。

海南讯（马长福）“真的
很感谢，要不是你们这么下
功夫执行，我们的血汗钱还
不知道几时才能拿到。”5 月
29 日，20 名申请执行人紧紧
握住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
法院执行法官的手，激动地
连声道谢。

今年 3 月至 5 月，贵德县
法院执行局先后受理了29起
马某拖欠民工劳务工资案件，
20名申请人要求被执行人偿
还共计14万余元工资。立案
后，申请人均反映，生活窘迫，
急需工资支付日常开支，并担
心被执行人会转移财产。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贵
德县法院紧急部署，执行干
警在立案后第二天便向被执
行人马某发出执行通知书，
要求其 5 日内履行还款义
务。由于被执行人未按时
履行义务，执行干警果断扣
押被执行人马某名下的车
辆，及时联系省高级人民法
院进行评估。被执行人马某
主动要求履行法律文书确定
的给付义务，并积极联系担
保人为其担保。最后被执行
人马某交付案款 14 余万元，
顺利执结了 29 起案件，为 20
名申请人解决了燃眉之急。

海南讯（罗桂英）近日，海南
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法院在全县范
围内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转发
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
省公安厅联合下发了《关于敦促
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依法打
击规避执行和抗拒执行人员》的
通告，有力地促进了执行工作的
顺利开展。

共和县法院按照文件精神，
在对负有履行法院生效裁判确定
义务的被执行人,约定 6 月 8 日前
主动到法院如实申报财产、配合
法院执行工作,不得规避、妨碍、抗
拒执行。并对逾期未履行并具有
拒绝申报财产、虚假申报财产,隐
匿、转移、毁损、非法处置查封财
产、人为设置障碍等妨害执行情
节的,作出了“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入境、罚
救、拘留等制裁措施；情节严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
严厉措施。还鼓励申请执行人积
极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和广大
群众积极举报规避和抗拒执行人
员线索财产线索等相关内容，动
员全社会力量敦促被执行人依法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海南讯（奎生臻）近日，
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法院
执行局多措并举，对拒不履行
生效判决的被执行人释理明
法，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使案
件得到顺利执行，切实保障了
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贵南县法院在执行申请
执行人张某与被执行人李
某、张某某（系夫妻关系）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过程中，申
请执行人张某与被执行人李
某、张某某达成和解协议，但
被执行人在协议期限届满

后，仍然以各种理由推诿执
行。贵南县法院将被执行人
李某传唤至法院后，要求其
履行义务，但其以丈夫外出，
自己无能力履行为由，拒不
配合法院执行，法院执行人
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
解，丝毫没有打动被执行人，
执行人员果断对其采取了拘
留措施。

在采取拘留措施后，被
执行人张某某于次日到法院
履行了全部义务，该案顺利
执结。

兴海县法院 听讲变主讲 成果人人享

贵德县法院

强力执行
拖欠劳务工资案

贵南县法院

逃避执行遭惩戒
司法拘留促执行

张贴发放通告
促执行

共和县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