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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借钱拒不还款，依法判决后竟
然“玩失踪”；农民工上诉讨要工资，公司
却有“一万个理由”不予支付；交通肇事
者被判处赔偿,拒不履行还敢“口出狂
言”……执行工作是案件司法程序的最
后一步，也是让人民群众在案件中感受
公平正义的最后一环。如何打击恶意逃
废债务，处理执行过程中的复杂情况，将
判决书不打折扣地落实到位，是长期以
来困扰人民法院和案件当事各方的
难题。

近年来，全市两级法院针对司法实
践中面临的问题多管齐下、精准施策、重
拳出击，以三大举措剑指失信被执行人，
让被执行人无处可逃，无处可躲，不断提
升执行工作能力和水平，营造了强大的
社会舆论范围，对破解执行难又助一臂
之力。今年上半年，市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局共受理执行案件290件，结案196
件，结案率 67.59%，较去年同期上升
60.47%。

主动出击 让“老赖”无处遁形

今年6月，全市法院启动“雷霆风暴
—安顺在执行”夏日利剑行动。随着行
动总指挥长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蒋浩一
声令下，全市法院执行人员、法警、特警
200余人按照预定方案奔赴执行现场，

此次行动主题为剑指失信被执行人。
行动首日，安顺中院执行局对被执

行人周某某、苏某某的住所进行搜查。
被执行人周某某、苏某某是本市某大型
房地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经前期调查
未发现二位被执行人名下有可供执行财
产，但针对二被执行人住所为别墅区、自
建豪华住宅的情况，经分析研判，为准确
查找被执行人财产，决定对被执行人住
所进行强制搜查。执行现场，经过近三
个小时的努力，两个搜查小组近60人分
别对搜查出来的手表、玉器、现金等物品
进行封存扣押，对大件物品张贴封条，整
个搜查过程规范有序。

“周末不打烊，夜间常行动。打击
‘老赖’需要主动出击，通过这种车轮式
的‘亮剑’行动，采取拘留、罚款、搜查、强
制腾退、强制交付等强制措施，能够有效
提高执行工作权威性及公信力，及时兑
现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让‘老赖’无处
遁形。”执行局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道。

完善机制 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我们终于拿到
了自己的血汗钱。”日前，11名拿到欠薪
的农民工向普定县法院执行局的干警们
说出了心中的感谢。

优先立案、优先排期、优先审理、优

先执行。在安顺，我市两级法院始终坚
持以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为中心，将涉
及农民工薪资讨要等社会影响力大的涉
民生类案件执行放在首位，为其开通绿
色通道，实现快审快结，优先执行。为
此，我市两级法院探索案件繁简分流，开
展分段集约执行改革，打破改变过去“一
人负责、一包到底”的工作模式，对执行
工作进行模块化管理，形成各负其责、各
司其职、分段集约模式，实现了全部案件
快速反应、简易案件快执快结、普通案件
精细办理的目标。

同时，通过拓宽执行指挥中心功能，
集案件管理、执行指挥、司法查控、司法
网拍、执行公开、数据统计等多功能于一
体，通过专人集约化的办理，促进执行局
务工作规范化；启用贵州法院智慧执行
管理平台，干警外出使用移动执行APP
进行实时记录，执行行为全程上传保存
智慧管理平台，确保执行行为规范化，最
大限度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加大力度
打造全民监督诚信网

“如果你坚持拒不履
行，那我们将会把你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以
后你将买不了飞机票、坐

不了高铁、贷不了款，甚至你的子女也会
受到诸多影响，你真的想清楚了吗？”面
对关岭法院干警的质询，原本气焰嚣张
的被执行人瞬间沉默了。

“一桩案子经法院判决后，不少‘老
赖’为躲避执行，招数五花八门，有的还
会暴力抗法，完全置法律和被害人的权
益于不顾，行为恶劣。只有让他们‘一处
失信处处受限’，寸步难行，才能更好地
保护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关岭法院干
警对记者说道。

近年来，我市两级法院通过利用微
博、微信、手机彩铃、电视台等各种宣传方
式，发布失信执行人黑名单，不断增加“老
赖”“知名度”，并为“老赖”定制专属彩铃，
只要拨打电话就会立即提醒。在强大的
舆论攻势下，许多“老赖”的生活、工作和
家庭受到了重要的影响，这迫使他们主动
申请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有效提
升法院执行工作的效率，也为安顺城市发
展织就了一张全民监督诚信网。

紫云：

“八一”文艺慰问演出
走进武警部队

本报讯（狄凯 记者 高兰萍） 8月1日，由紫云自
治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县文
化馆承办的主题为“军歌嘹亮颂祖国”的“八一”建军节
文艺慰问演出活动走进武警安顺市支队执勤三大队紫
云中队，向武警官兵们送去深深的节日祝福。

文艺演出以部队官兵一曲铿锵激昂的“强军战歌”
拉开序幕，紫云苗族特色舞蹈《太阳鼓》热情洋溢，独唱
《军营里飞来一只百灵鸟》和《远方的亲人请你留下来》
表达了军民鱼水深情。现代舞、笛子二重奏、电子琴合
奏等丰富多彩的节目赢得官兵们阵阵热烈的掌声。慰
问演出在大合唱《我和你》、《我和我的祖国》中落下帷
幕。整场文艺慰问演出气氛热烈，演员和武警官兵的
互动把气氛推向了高潮。演出结束后，部队官兵纷纷
表达了对节目的喜爱和对演艺人员的感谢。

本报讯（赵才骏 记者 唐琪 文/
图） 连日来，经开区幺铺镇鲍家村大坡
组洋溢着丰收喜悦，村民们栽种的“七彩
水果西红柿”迎来上市期。这种新型西
红柿因其外形圆润小巧，红的像玛瑙、绿
的像翡翠、黄的像琥珀，外形好看，口感
极佳，颇受市场青睐。

欧发翠是幺铺镇鲍家村大坡组村
民，她正在大棚里和大伙一起采摘“七彩
水果西红柿”。据欧发翠介绍，这些水果
西红柿不仅外观好看，行情也很俏市。
之前，已采摘的第一批西红柿不需要自
己运到市场，就被公司收购一空，不用出
家门就赚到了钱，一个月增加了2000元
左右的收入，闲时还能帮着带带家里的
孩子，她心里非常高兴。

自去年开始，为帮助农民群众多渠
道增加收入，幺铺镇紧盯省内外市场，特
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农副产品市场需求，
引进了台湾合方圆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在鲍家村流转14亩土地，为村里免
费发放“七彩水果西红柿”种子试种，改
变以往的传统种植模式，帮助农民群众
拓展增收致富平台。

“今年‘七彩水果西红柿’预计亩产
约1万斤，市场售价每斤为4至5元，是
普通西红柿的几倍，14亩土地今年的产
值约为60万元。”台湾合方圆农业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国秀告诉记者。

据了解，这种“七彩水果西红柿”属
水果型礼品蔬菜，是幺铺镇鲍家村首次
试种，有红果、黄果、紫果等多个品种。

目前，采摘的水果西红柿将销往香港等市
场，水果西红柿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
一条新路子。

鲍家村副支书陈荣启说：“‘七彩
水果西红柿’的种植现在带动了部分
村民在大棚务工劳动，其中包括 10 多
户贫困户，务工一天有 80 元的收入。

下 一 步 ，我
们 计 划 把 周
边 的 土 地 流
转 进 行 扩 大
种 植 ，带 动
全 村 更 多 群
众的发展。”

本报讯（记者 刘念） 近日，贵州
省评选出50名“新时代好少年”，我市5
名学生获贵州省“新时代好少年”称号。

今年以来，我市围绕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主线，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为
主题，在全市未成年人中广泛开展了

“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经省
精神文明办、省教育厅、共青团贵州省
委、省妇联、省关工委审核、评定，最终，
我市5名学生荣获2019年贵州省“新时
代好少年”荣誉称号，分别是安顺实验

学校四年级(4)班景皓然、市第七小学五
年级(3)班谢钰偲、关岭自治县第一中学
七年级(9)班潘治雪、紫云自治县板当中
学七年级(1)班吴珊珊、经开区幺铺中学
七年级(8)班颜采钰。

据悉，各有关部门将组织广大未成
年人认真学习5名学生的先进事迹，大
力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追赶先进
的浓厚氛围，引导广大未成年人从自己
做起，从身边做起，努力成长为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

我市5名学生获贵州省
“新时代好少年”称号

本报讯（狄凯 记者 高兰萍） 8月
1日，安顺市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启动仪
式暨紫云自治县第三十一届“五峰杯”
足球赛在紫云民族高级中学体育场举
行。此次足球赛分为成人组、女子组、
青少年组及少年组，共34支球队参赛。
比赛将持续10天，采取小组单循环加交
叉淘汰赛制角逐冠军。

据悉，紫云“五峰杯”足球赛始于
1989年8月1日，首届赛事由民间足球

爱好者倡议并自发组织，因其举办地点
在五峰山下，故得名“五峰杯”。历经31
个年头，“五峰杯”足球赛已成为国内连
续举办时间最长的业余足球赛事，吸引
专业足球运动员甚至国外足球爱好者
参与，对紫云足球运动的推广普及和全
民健身氛围的营造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被贵州省足球协会授予“贵州省民间品
牌赛事”，该县也因此被授予“贵州省足
球重点发展县”。

紫云:

“五峰杯”足球赛开赛

本报讯（罗涛 记者 唐琪） 7月31
日，西秀区城管大队开展立面广告牌集
中整治行动，针对城区主次干道两侧临
街商铺擅自占用城市道路、公共场地设
置摆放阻碍行人正常通行、妨碍交通安
全、影响市容市貌的立面广告牌、灯箱
广告等行为进行集中治理。

连日来，许多商家为了招揽顾客，
将五花八门的立式广告牌摆放到人行
道或公用通道上，不仅破坏了城市整体
形象的和谐统一，而且严重影响行人通
行、堵塞消防通道，带来了许多的安全
隐患。为切实做好这一城市顽疾的治

理工作，整治过程中，执法队员对违规
摆放立面广告牌的商户进行了批评教
育，并督促、帮助商户将广告牌搬移进
店内，对不听劝告不服从管理的商户作
暂扣其违规摆放广告牌处理，此次整治
行动共取缔没收摆放在道路两侧的立
面广告86起。

经过治理，街面秩序焕然一新，城
市道路变得整洁有序，过往市民纷纷
赞扬。下一步，西秀区城管部门将持
续对街面占道广告牌进行严格管控，
做到发现一起清理一起，更好的还道
于民。

西秀区:

集中整治立式占道广告牌

本报讯（王丽娟 记者 唐琪） 近
日，经开区成立教育系统校舍暨地质灾
害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在全区教育
系统开展排查整治工作。

开展以防地质灾害、防山体滑坡、
泥石流等为重点的汛期安全教育，加强
各项应急演练，进一步提高学生安全意
识和逃生自救能力。进一步加强与学
生家长的沟通联系，提醒家长加强对未
成年子女的监护和教育。同时，要求各
校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充分利用校园
QQ群、微信群、短信平台等信息广播渠
道及时向广大师生及家长通报相关天
气、地质灾害等信息，营造良好的安全
预防意识氛围。

紧抓排查整治，要求各校切实增强
防大汛、抗大洪、防大灾、抢大险意识，
有针对性地落实各项安全度汛措施。

针对当前汛期容易造成滑坡、泥石流、
岩石崩塌等自然灾害的情况，切实做好
学校及周边自然环境的排查、巡查、复
查。对可能发生险情的学校，可采取特
殊的方式规避险情，并第一时间按程序
报告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当地政府，并
通知到学生家长或监护人。

建立联防联动机制，形成合力。各
校加大对危险地点和关键时段派专人
进行巡查巡护，在危险地点、路段、水域
采取必要保护措施；对于高填方、深挖
方路段路基边坡及时采取防护措施，对
于弃方应及时运送到弃土场并加以防
护处理，防止集中降雨造成边坡坍塌，
工程建设中留下的深坑、水池要及时填
埋，防止汛期形成水塘，诱发学生戏水；
及时收集气象预报和水文资料，预先掌
握天气变化情况，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经开区教育系统:

开展地质灾害排查

两级法院：

三大举措剑指失信被执行人
□本报记者 康馨月

“我的青春我做主、参军报国
心愿属”，欢迎广大适龄青年踊跃
报名参军！截止时间为8月5日，
应征报名请扫码下载征兵APP
报名或者登录“全国征兵网”
（http://www.gfbzb.gov.cn/），
参军热线 0851-35732256。

安顺市征兵办

学子当兵更光荣 文武双全最英武

经开区鲍家村:

“七彩水果西红柿”农民增收新路子

本报讯（袁建春） 2019 年
以来，西秀区税务局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
挥税收职能作用，持续开展大走
访大调研活动，宣传辅导减税降
费政策，查找管理服务中的短
板，听取企业诉求，解决反映的
问题，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据了解，该局走访调研的企
业兼顾千户集团民营企业、创新
型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等不同类
型民营企业。走访调研中，各走
访调研组通过实地观摩公司生
产车间，现场听取介绍等方式详

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结
合各民营企业生产经营特点，有
针对性地向企业负责人和财务
人员宣传、解读最新的减税降费
政策，现场解答企业关心的税收
热点问题，听取公司负责人对税
收工作的意见建议。同时现场
承诺全力用足用好税收优惠政
策，在企业的涉税需求中不断优
化税收管理和纳税服务，助力企
业发展。

对西秀区税务部门的走访，
百花串食品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感谢税务部门多年来一如既
往关心和支持发展，表示公司每

年都能足额享受到适用的税收
优惠政策，尤其是 2019 年以来
在减税降费方面受益较大，税负
和社保费率均有较大下降，增强
了公司做大做强的动力和信心，
同时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
税 企 交 流 ，建 立 更 加 紧 密 的
联系。

2019年以来，该局通过组织
大走访、专题宣传辅导、召开座
谈会等方式开展走访调研民营
企业300余户次，宣传解读减税
降费政策 40余场，对企业的合
理诉求能当场解决的马上解决，
不能当场解决的限时解决。

西秀区税务局：

发挥职能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七彩水果西红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