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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执行工作，都没有时间举办婚
礼，我们宋法官就是这样一位在平凡的岗
位上为法治事业默默付出的人。”1 月 7 日，
记者在海南省一中院采访时，副院长胡曙
光这样评价该院执行局副局长宋杰。

当天上午 8 点半，走进宋杰的办公室，
办公桌上还有几个案子的材料等待他查
阅。从事审判执行工作 14 年的宋杰，已经
磨炼成一个沉稳干练、有耐心与定力的“老
法官”。因成绩突出，在 2011-2012 年度荣
获全省优秀法官称号、2012-2014 年度获省
直机关优秀党员等荣誉。2018 年 10 月被评
为四级高级法官。

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

“他特别能吃苦，工作业绩也完成得极
其出色，是执行方面的尖兵。”胡曙光说，宋
杰身为执行局的副局长，敢于担当，他既是
指挥员又是战斗员，他不仅要承担案件相
关执行措施的实施，还必须亲临一线参与
一场又一场的“攻坚战”。

宋杰的业务能力强是有目共睹的，2015
年以来连续4年办案数均居全局第一。

面对结案率偏低这一严峻形势，他带
领执行攻坚团队以“5+2”、“白加黑”、“钉钉
子”的精神攻坚克难，在 2018 年 9 月一个月
内执结 320 件案件，一举达到结案率 80%这
一核心指标。

他敢用善用强制措施强力发威，充分
利用搜查令、罚款、拘留、移送拒执罪等强
制措施，加大对消极执行、规避执行、抗拒
执行的惩治力度。

省一中院首张搜查令就出自宋杰之
手。在执行一起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
为了防止被执行人恶意转移，他决定对其
进行搜查。搜查中，他对被执行人公司的
电脑硬盘、会计凭证、现金 7 万多元予以扣

押，并对被执行人存放在一家物业公司名
下的近 92 万元售房款予以冻结。被执行人
慑 于 法 院 强 制 执 行 威 慑 力 ，主 动 缴 纳 了
1000 万元执行案款。

他还善用网拍、网络查控等信息化手段
为执行增速。2016年11月，他通过司法网络
拍卖平台，以 3.46 亿元的价格成功拍卖了一
宗海域使用权和土地使用权，该成交价不仅
刷新了海南法院系统网络司法拍卖的记录，
也是目前淘宝网司法拍卖中成交价最高的
海域使用权拍卖。2017年11月，宋杰又通过
司法网络拍卖平台，以 2.2 亿元的价格成功
拍卖了一宗房地产在建工程。

探索建立可挽救企业识别机制

宋杰常说，法官不仅要对当事人负责，
更要对社会负责。

面对“执行难”现状，他大胆探索执行
新方法，用忠诚践行着自己作为人民法官

的誓言。在执行工作中，他注重因案施策，
“放水养鱼”。探索建立可挽救企业识别机
制，对于一时困难、尚存一线生机的被执行
人，通过执行和解工作，给予扶持。

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口某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南某房地产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纠纷等 3 个案件中，宋杰在查封被

执行人名下的房地产后，考虑到执行中成

批量强制处置房产不仅周期长、变现难，而

且会使房地产企业陷于深度困境。在保障

申请人合法权益前提下，确定采取“放水养

鱼”的和谐执行方式，促成双方达成“分期

分批履行”的和解协议。利用海南房地产

销售火爆的有利时机以双方共管销售的方

式，在法院和债权人的监管下，被执行人在

短期内即按照和解协议的内容全部履行完

毕，从而使这 3 件标的额达到 1.3 亿的执行

案件圆满执结。善意执行不但及时保护了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促使被执行企业重

生，让人民群众既感受到执行的力度，又感
受到执行的温度。

在 2016 年 11 月一个月的执行会战中，

宋杰带领执行团队执结案件近 100 件，清理

了一批长期未结的重大、疑难、复杂的执行

案件，执行到位额达到 4.8 亿元；

在 2017“夏季风暴”、2018“利剑行动”

集中执行专项活动中，他带领执行团队奔

赴 10 个辖区，督促指导基层法院开展专项

活动，捷报频传，效果显著。

同事眼中的“拼命三郎”

在法官助理陈云明眼里，宋杰就是一

个“拼命三郎”，忙于办案，没有时间举办自

己的婚礼，也常常因工作没有太多时间照

顾年迈生病卧床的母亲而觉得愧疚。

“他多次晕倒在岗位上，可以说是一个

把工作当作了人生的全部的人。”陈云明告

诉记者，去年3月以来，宋杰因为工作繁重多

次身体不适，但他每次都是稍事休息就继续

奋战在执行第一线，一头扎入了执行工作

中，5 月时，他晕倒在工作岗位上，被紧急送

医治疗。医生说，他的血脂已经达到正常值

的 10 倍，脑部已经形成血栓，如果再次发作

后果将不堪设想。7 月，在到基层法院督导

的途中，他由于过于劳累再次晕倒在动车

站。当领导赶往医院看望这位“拼命三郎”

时，躺在病床上的他心心念念的依然是案件。

“案件无论大小，处理结果直接关系到

当事人的衣食住行和生产生活，当事人往

往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法官身上，法官必须

视当事人为亲人，倾为民之心，把案子办

好。”这是宋杰经常对年轻法官说的话。

为让一笔笔执行款项送到申请执行人

手中，他带领执行团队主动放弃周末、中

秋、国庆休假，对长期不露面、传唤不到庭、

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进行“凌晨抓捕”“节

日抓捕”。2018 年国庆期间共执结案件 40

件，执行到位金额达 570 余万元。

FZ海南法院执行先锋

宋杰带团队奋战在执行第一线宋杰带团队奋战在执行第一线

大胆探索创新执行方法
——记省一中院执行局副局长宋杰

□本报记者陈敏

万宁纪委监委对新提拔
领导干部开展任前廉政谈话

要求经营好家风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叶

丽美）记者 1 月 10 日从万宁市纪委监委获
悉，万宁市纪委监委近日对新提拔纪检监
察领导干部开展了任前廉政谈话，要求经
营好家庭、涵养好家教、培育好家风，注重
培养健康生活习惯，自觉净化朋友圈、社
交圈。

据了解，近年来，万宁市纪委监委将
《诫子书》和《曾国藩家书》作为党员干部
重要学习内容，并向全市副科级以上领导
干部赠送《树廉洁家风，建幸福家庭》一
书。同时组织召开“廉洁家风”主题教育
活动，邀请优秀干部家属讲述各自家庭的
好家规家训，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万宁纪委监委还与全市副科级以上
领导干部和家属签订《家庭助廉承诺书》，
引导干部及家属共同抵御不良诱惑。通
过开展“传承好家训，建设好家风”主题教
育活动，与干部家属座谈，从理解、支持、
监督、维护等方面，勉励做一名合格的家
庭“廉内助”，并邀请党员干部及其家属共
同参加“树廉洁家风，建和谐家庭”专题讲
座，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幸福感。

持枪射击
上门讨债工人

海口一男子两罪并罚获刑 1年
10个月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庄鑫斌 王倩）陈某铭持枪
射击上门讨债工人。近日，海口美兰区法院公开审理此案，
以故意伤害罪、非法持有枪支罪依法判处被告人陈某铭有期
徒刑 1 年 10 个月。

经审理查明，2015年年底，周某在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受
雇为被告人陈某铭盖房子。2016 年年底建房完工，陈某铭认
为周某未按要求留出安装避雷针的钢筋，便扣下1万元的工程
尾款未支付给周某。周某多次讨要工程尾款未果，于 2017 年
8月20日23时许，带着朋友到陈某铭家中再次讨要工钱，发现
陈某铭不在，随后离开。8月21 日凌晨，陈某铭回到家后听说
周某等人来找过他，就给周某打电话称他已经回到家中。随
后周某等人驾驶一辆皮卡车来到陈某铭住处，4 人下车后，事
先站在家门口的陈某铭手持一把自制火药枪朝周某等人射
击，造成周某等 3 人不同程度受伤，随后陈某铭逃离现场。
2017 年 11 月 10 日，被告人陈某铭被抓获归案，公安民警在陈
某铭指引下扣押其藏匿的火药枪1支、子弹3枚。

美兰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铭故意伤害他人身
体，致二人轻伤二级，并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以火药
为动力发射枪弹的非军用枪支 1 支，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
罪、非法持有枪支罪。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湖南一男子服刑10年成黑户

冒用他人身份证
乘火车被拘留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聂辰光）1 月 9 日下午，海口
车站派出所执勤民警在海口火车站查获一名冒用他人身份
证购票，企图蒙混进站的男子。

经查，男子名叫廖某毛（61 岁，湖南省衡阳市人），曾于
1989 年因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 10 年，期间与妻子离婚，女儿
寄养在亲戚处。廖某毛刑满释放后，因户口本已遗失，又不
去派出所补办，遂成为黑户。近些年，廖某四处打工维生，四
年前来到陵水黎族自治县务工，今年欲乘火车返回衡阳老家
过年，因没有身份证，遂借用朋友的身份证购票乘车，没想到
被民警拦下。

目前，廖某被警方依法拘留 3 日，已送海口市拘留所执
行。

诈骗亲戚朋友
78万余元

一男子潜逃到三亚被铁警抓获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吴一非）1 月 9 日，临高南站
派出所民警在三亚成功抓获被广西桂林市公安局网上追逃
的犯罪嫌疑人陆某淋。

据了解，2018 年 12 月，陆某淋的亲戚朋友被陆某淋以
名下公司需要走流水为由，让其把银行信用卡、储蓄卡以及
支付宝账户交由他来使用，共骗走多人 78 万余元。

随后，陆某淋被广西桂林市公安局网上通缉。目前，
犯罪嫌疑人陆某淋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将移交桂林市警
方处理。

运赃车起争执
引来巡逻民警
2 男子被海口美兰法院

以盗窃罪判刑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庄鑫斌
王倩）肖某、冯某与赵某（已判决）合伙盗
窃一辆摩托车，3 人运赃车时发生争执被
巡逻民警发现，赵某被当场抓获，肖某和
冯某也先后被抓。近日，海口美兰法院公
开审理此案，以盗窃罪判处肖某有期徒刑
10 个月，并处罚金 2000 元；判处冯某有期
徒刑 8 个月，并处罚金 1500 元。

据了解，2017 年 10 月 17 日 21 时许，被
告人冯某、肖某伙同赵某驾驶一辆摩托车
途经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时，发现路边被
害人王某的院子内有一辆红色摩托车。
冯某在院子门口负责望风，肖某与赵某一
起进入院内将摩托车盗出院外。3 人用一
根绳子将王某的红色摩托车绑在 3 人驾驶
的摩托车后面拖离现场。当车拖至海口
市美兰区三江镇烈士亭对面路口时，3 人
发生争执，被巡逻民警发现。冯某、肖某
二人驾驶摩托车逃离现场，赵某被当场抓
获。冯某、肖某于 2018 年 4 月被公安机关
抓获归案。

美兰法院经审理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讯（记者郝文磊 麦文耀 通讯员林
小映 龙伟）昌江黎族自治县法院近日成功
执结一起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骨头案”。
执行法官通过劝说督促和强制执行相结合
的方式，最终使得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被执行人符某忠和申请执行人符某二人
系昌江县七叉镇同村村民。2012 年起，符某
忠在该村的某坡地上种植橡胶、香蕉等作
物。符某根据其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及林
权证，认为符某忠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双方争
执不下，后符某将符某忠诉至昌江法院。

2013 年，法院经审理，依法判决被告符
某忠将该地上的作物自行清除，并将土地返
还给原告符某。后符某忠不服判决，向省二

中院提起上诉。2014 年，省二中院经审理
后，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依法向被执
行人符某忠送达了执行通知书，责令其自行
退出并返还地块，但符某忠态度强硬，坚决
不肯退出所侵占的土地。

考虑到被执行人符某忠是一位年逾八
旬的老人，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且该案件涉
及到邻里关系，如果案件强制执行可能会造
成矛盾激化，引发恶性事件。经风险研判，
昌江法院执行法官决定还是尽力争取双方
当事人达成和解。

2014 年至 2018 年期间，执行干警多次往
返七叉镇，通过联动村委会、镇政府等力量

给符某忠及其家人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但
符某忠仍拒不履行。

随后，昌江法院经研判后拟定了详细、
周密的执行方案。见法院要动真格，符某忠
表示愿意和申请执行人和解。

2018 年 12 月 27 日，执行干警再次组织
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并向申请执行人符某
表明被执行人愿意和解的意向。申请执行
人符某也作出让步。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
见，符某向符某忠补偿 1.5 万元经济损失，符
某忠将土地交还，双方握手言和。因申请执
行人符某需要帮助清理地上附着物时，执行
干警将种在该地的香蕉、花梨树苗等作物全
部清理完毕当场将土地交付给符某。

一村民侵占土地6年不还
昌江法院执行干警刚柔并济执行促和解

白沙牙叉司法所成功调解一起纠纷

为3农民工
追回8050元工资
本报讯（记者宋飞杰 通讯员符峥）1 月 9 日，白沙黎族

自治县司法局牙叉司法所成功调解一起农民工讨薪纠纷，为
牙叉镇白沙村委会农民工符某等 3 人追回 8050 元工资。

1 月 8 日，牙叉镇白沙村委会农民工符某科等三人来到
牙叉司法所申请人民调解，要求司法所帮忙调解他们与包工
头符某科的纠纷。工作人员经调查了解到，2017 年，符某等
3 人受雇于包工头符某科。施工结束后符某科未按时发工
资，至今年 1 月仍不肯结算工资给符某等 3 人。了解情况后，
司法所工作人员立即电话联系符某科，说明情况并督促其尽
快将工钱结算给工人。经过耐心劝说，符某科最终同意支付
欠薪。

本报讯（记者曹飏）1 月 2 日，东方市三
家镇红草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赵永
奇，原村委会主任助理、出纳文峥涉嫌贪污
罪一案，由东方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东方市
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东方市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
告知了被告人赵永奇、文峥享有的诉讼权
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
意见。

东方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赵永

奇、文峥身为村委会干部，在协助人民政府
征用土地、管理发放征地补偿款的过程中，
利用职务之便，虚构冒领征地补偿款，数额
巨大，依法应当以涉嫌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

虚构冒领巨额征地补偿款
东方2名村干部被检察机关起诉

敲诈砖厂20万元
被网上追逃

海口一村民经铁警规劝投案自首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张燕）1 月 9 日，海口东车站
派出所民警在工作中获悉，海口琼山区甲子镇某村王某成因
涉嫌敲诈勒索被列为网上在逃人员。民警与王某成取得联
系，并耐心规劝其投案自首。当天 17 时许，王某成在文昌市
蓬莱镇投案自首。

王某成交代，2018 年 5 月 20 日，受王某和邀约，琼山区甲
子镇翰唐村王某成和村民以建设村文化室为由，到村里一砖
厂索要 20 万元人民币。见索要不成，王某成和村民便围堵
砖厂，阻止砖厂正常运营。王某成表示十分后悔当初的冲
动，将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

目前王某成已移交立案单位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刑
警支队作进一步调查。

本报讯（记者宋飞杰）1 月 10 日，来白沙
黎族自治县细水乡为贫困户建房的外来务
工人员在细水乡政府的帮助下，向 6 户贫困
户追回了被拖欠的 2.5 万元建房款。

据了解，该县细水乡政府为了让建档
立卡的贫困户能改善住房条件，按政策以
政府补贴一部分、个人支付一部分的方式，
为每位贫困户建房屋。但从去年以来，部
分住上新房的贫困户却以各种借口少付或
拒付由个人应支付的建房款。为助力细水
乡扶贫攻坚工作，切实维护外来务工人员
的合法权益，细水乡政府近日针对合口村
委会 10 户贫困户拖欠建房工程款的情况，
成立追缴欠款工作队。工作队积极宣传相
关法律法规，逐户开展思想动员活动，劝说
贫困户不能以贫困为借口拖欠建房款，同
时向拖欠建房款的贫困户逐户下达了追缴

欠款通知书。
截至 1 月 10 日，有 6 户贫困户已缴欠款，

总计 2.5 万元。其他未偿清欠款的贫困户也
都在积极筹款中。

以贫困为借口拖欠建房款
白沙细水乡政府帮助外来务工人员追回2.5万元

工作队在贫困户家里核实拖欠的款项工作队在贫困户家里核实拖欠的款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