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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书写司法为民新答卷
——亳州法院2020年工作综述

□本报通讯员 汪亮超 蒋加磊 牛文博

2020年，亳州全市法院受理案件78745件，结案78056件，结案率位居全省法院第二位;执行结案率位居全省法院第

一位;“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质效得分位居全国中院第一位;扫黑除恶、执行攻坚、多元解纷、党的建设

等工作经验做法在全省、全国交流推广……2020年，亳州法院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按照“1441”工作思

路，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

“不用俺跑一次腿，您就把事情调

解好了，太感谢了！钱刚才已经打到

他们律师的账户上了。”2020年 11月

10日下午，一起商标侵权纠纷案的被

告人王某某给亳州中院金牌调解员苏

维丽打来致谢电话。至此，一起跨国

商标侵权纠纷案经过人民法院调解平

台的调解，成功划上了句号。

王某某系亳州市谯城区人，开了

一家经营服饰类商品的网店。2020
年 10月份，美国利惠公司起诉王某

某，认为其销售的服装，侵犯了自己拥

有的李维斯商标，请求法院判令被告

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赔偿经济损失 5
万元，并刊登声明消除影响。

经过调解员“云调解”，双方达成一

致意见，并签订了调解协议。新冠疫情

发生后，亳州法院全面推行诉讼“云模

式”，除了选派300余名法院干警投身防

疫一线，还迅速上线“云法庭”、微法院、

在线调解平台，提供立案、交费、开庭、

送达等全方位在线服务，用科技隔绝风

险、推动办案。疫情发生以来，网上立

案4353件、网上开庭107次、电子送达

1.7万次、12368热线答询1.4万次，实现

了执法办案不停歇，公平正义不止步。

此外，亳州中院出台《关于充分发

挥审判职能依法保障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积极落实

国家纾困惠企政策，准确适用不可抗

力规则，妥善化解因疫情引发的合同

违约、企业债务等纠纷 1381件，促成

当事人调解和解 4.82亿元，为企业恢

复生产、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各基层

法院“各显神通”，积极创新助力“六

稳”“六保”工作方式。其中，谯城区法

院主动搭建“六稳六保执行和解监管

平台”，促进涉企执行案件和解结案，

促成和解金额7728.76万元。

“多亏了这个平台，不然我们这两

个公司都要倒闭了！”涉及一起民间借

贷纠纷的两家公司的法人周某感激地

说。周某名下的两家公司财产涉及一

起民间借贷纠纷案,被法院查封。通

过“六稳六保执行和解监管平台”对周

某公司的多项数据进行综合评判后，

申请人认为企业还有“翻身”的机会，

同意对上述两公司查封的财产全部解

除查封，同时撤回执行申请。目前，这

两家公司已重回经营正轨。

2020年，亳州法院还组建“服务

企业志愿队”，编写企业应对新冠疫情

法律风险告知书，深入园区走访调研，

帮助企业化解法律风险500余项。

有黑必扫，有恶必除。2020年是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收官之年，亳州法

院建立健全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持

续提高专项斗争法治化、规范化、专

业化水平，为平安亳州建设提供了有

力司法保障。

9月 25日，利辛法院一审公开宣

判张某某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非法占用

农用地罪一案。张某某所参加的犯

罪组织长期把持基层政权，积极寻求

公职人员庇护，称霸一方，欺压、残害

群众，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社会

生活秩序，法院根据张某某的犯罪事

实，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 10年 6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33万元。随

着该案件的宣判，利辛法院受理的全

部21起涉黑涉恶刑事案件全部审结。

“集结号”吹响，其他各家法院受

理的涉黑恶案件陆续审结。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亳州法院审结

武振飞案、程晋良案、王志华案、沙如

意案等涉黑恶案件 133件 853人，审

结率 100%；涉黑恶案件财产刑执行

到位5772.44万元，追缴、没收违法财

产执行到位 2226.84万元，执行到位

率均居全省法院前列。

亳州法院着力推动扫黑除恶常

效长治，健全规范运行的流程指引机

制，出台黑恶案件办理“十步法”，被

省扫黑办推广；坚持涉黑案件和重大

涉恶案件院庭长领办、专人跟进指

导、重大事项及时请示报告，确保依

法高效办理。专项斗争以来，依法对

15起案件不予认定恶势力性质，对80
名被告人不予认定黑恶势力犯罪，做

到不拔高不降格。此外，亳州法院还

发出司法建议93份，推动行业部门解

决问题107个，完善机制62项。

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犯罪，

审结“公租房”诈骗、“解冻民族资产”

诈骗、电信网络诈骗等新型诈骗案件

127件；全力保护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审结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等案件 10件……亳州法院积极推进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严惩严重

暴力犯罪，审结故意杀人、绑架、抢

劫等案件 57件；积极参加禁毒斗争，

审结毒品犯罪案件 40件 60人；会同

市公安局、市人民检察院出台《依法

严厉打击非法买卖麻黄草等违法犯

罪活动的意见》，从源头斩断毒品犯

罪链条；严惩腐败犯罪，审结职务犯

罪案件34件。

执行难，难在哪？难在找不到执

行人，难在找到人查不到财产，难在

查到财产不易变现……2020年，亳州

两级法院通过一次有效执行和执行

110双向发动、提升执行信息化水平、

提升法拍物成交率和溢价率、建立

“六稳”“六保”执行和解监督平台等

举措，让执行有力度更有温度，向着

“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迈出坚实的

步伐。

“利辛法院常态化执行准备出

发”“蒙城法院常态化执行准备出

发”……2020年 1月 25日早上 6时 30
分许，在亳州法院执行工作微信群

里，利辛、蒙城、涡阳、谯城等基层法

院的执行干警陆续“打卡”，他们又向

往常一样开始了“猎赖”行动。“一次

有效执行”已成为全市法院的常态。

为加大执行力度，维护胜诉人的

合法权益，树立司法权威，从2020年8
月份开始，亳州两级法院坚持一次有

效执行和执行 110双向发动，不论是

烈日炎炎，还是寒风凛冽，工作日每

天开展执行行动，压缩失信被执行人

的生存空间。2020年亳州法院共出

动警力 11458 人次，涉及案件 1676
件，执行到位金额 6000余万元，执结

案件1023件。

此外，亳州法院还加强联合信用

惩戒，开通“老赖”地图加大曝光力

度；依托邮政部门“政讯通”平台，将

失信人员信息推送到每一个乡镇、社

区，做到精准曝光，对失信被执行人

形成有力震慑。

“我这点事很多亲戚和邻居都知

道了，太丢人了！”在被曝光后，被执

行人谭某带着20000元来到谯城法院

执行局，履行了义务。谭某涉及一起

离婚纠纷案，经法院主持调解，谭某

每年支付两个子女的抚养费共计

10000元，但 2019年和 2020年其均未

履行义务。得知上了“失信黑名单”

后，谭某赶紧主动联系了法院，请求

履行义务。

2020年全市法院共发布失信被

执行人信息 11330人次，限制高消费

15490人次，在各乡镇、社区张贴“老

赖”信息 22639人次。亳州法院还灵

活运用网络询价、VR直播“云看房”、

法拍贷等方式，提高财产处置变现效

率，网拍成交 6.38亿元，位居全省法

院前列。设立“一站式”执行服务中

心，为当事人提供进度查询、线索提

交、案款发放、信访接待等服务，有效

解决“执行法官在外跑，群众上门人

难找”难题；在全省率先上线执行公

开短信平台，自动向申请执行人和被

执行人发送信息 2.6万条，促成 2247
名被执行人主动履行。

2020年，全市法院受理执行案件

22884件，结案 22782件，结案率位居

全省第一位，结案标的额 64.39亿元，

稳居全省前三位。

“妈，我错了！请你原谅我……”2020年 11月 6日，在蒙

城县立仓镇薛庙村一处老屋前，村民张某跪在母亲胡老太的

轮椅前泣不成声，一起赡养纠纷案件划上了句号。

胡老太年近七旬，丈夫病故，自己也因病不能自理，两个

儿子常年外出未能履行赡养义务，老人就向法院起诉。这样

的案子判也简单，但是会伤了亲情。考虑到实际情况，法院将

案件委派给了调解员袁佩芹。袁佩芹多次与母子双方话家

常、唠亲情，到他们共同生活过的老屋回忆往事。终于，胡老

太的儿子们触景生情，心生愧疚，胡老太的大儿子更是直接跪

在母亲面前请求谅解。

这是亳州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机制建设的一

个缩影。

亳州法院通过强化调解员队伍、打造调裁一体化团队、在

基层法庭设立多元解纷中心、对接行业协会及管理部门等举

措，织密了线下一站解纷网络。

据悉，目前全市法院共聘请 2000余名特邀调解员；在 27
个人民法庭设立多元解纷中心，2020年全市民事万人成讼率

全省最低；司法案件确认数、司法确认率均居全省法院第一；

建立“法官说法、邻长说事”解纷机制；对接金融、房产等行业

协会及管理部门，搭建一站式调解平台 20个。在全国法院

“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质效评比中，亳州中

院得分位居全国中院第一位。亳州中院还作为安徽法院的唯

一代表参加全国法院“一站式”建设故事会比赛，荣获优秀奖。

在加强案件调解提高息诉率的同时，亳州法院通过提升

涉及教育、就业、医疗、养老、消费、住房等民生案件的审判质

效，切实保障人民权益。2020年，亳州法院审理物业纠纷案

件817件、家事纠纷6620件、涉军案件6件以及抚养、监护、赡

养案件626件，化解信访案件658件。同时，审结国家赔偿案

件30件，发放司法救助款、执行救助款563.58万元。

2020年是执法司法规范年，亳州法院坚持内抓规范、外

优服务，聚焦“程序规范、执行规范、服务规范、监督规范”，出

台22项改进措施，严厉打击虚假陈述、虚假诉讼，对7名虚假

陈述人、4名虚假诉讼罪犯予以惩处，全力开展群众安全感、

满意率“双提升”攻坚行动，全体干警“进千村、入万户”走访诉

讼群众2.3万余人次，深入田间地头、走进群众家中开展审判

调解132次，举办法律“六进”活动80场次，制作电视广播节目

12期，在市级以上媒体发表稿件2769篇。

2020年8月4日，蒙城县鸿业又一城、鸿业城市森林项目举

行复工仪式。因开发商资金缺乏，该项目长期停工，蒙城法院受

理该破产重整案后，通过公开竞争程序，指定管理人，促进两个项

目复工建设，保障了2400余名购房户和1000余名债权人权益。

此前，位于亳州市区的破产重组项目大唐国际也在亳州中

院的监督指导下复工并有部分房屋已完成交付。为企业压力

“做减法”，为保障服务“做加法”。亳州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

能，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各类民商事案件，加强对中小股东的司

法保护，建立破产处置府院联动机制，依法审理企业清算、破产

等案件26件，助力6家企业恢复生机。去年全市法院审结涉企

合同等纠纷9955件，标的额101.54亿元。

助力“三大攻坚战”，亳州法院责无旁贷！在下派多名干部

驻村帮扶、和贫困村结对帮扶的同时，亳州法院坚持用法治力

量巩固脱贫成色，依法审理侵占危房改造资金、骗取扶贫补助

等案件8件；依法审理融资担保、金融机构贷款等案件1694件，

标的额 56.06亿元；依法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及生态损害赔

偿案件6件，护航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亳州法院还致力于服务保障“世界中医药之都”“华夏酒

城”建设，审结知识产权案件538件，助力“亳药”“亳酒”品牌化

发展；着力加强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一审和解撤诉案件 120
件，行政案件协调和解率 23.39%。加强与政府及有关部门协

调，妥善化解涉环境整治行政纠纷104件。

亳州法院开展的“一月一课一片一实践”活动被最高院评

为全国法院党建创新优秀案例；全市法院共有37个集体、124名
个人荣获市级以上表彰。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之变、案

件高速增长之势、群众公平正义之需，亳州法院干警迎难而上，

用担当诠释忠诚，用汗水书写正义，不断刷新成绩。

2021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

起步之年，亳州全市法院将继续紧紧围绕全市工作大局，充分

发挥审判职能，为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提供有力司法服

务和保障。

积极应对新冠疫情 保障“六稳”“六保”有速度AA

打赢扫黑除恶收官战 推进平安亳州建设有力度BB

保持“江淮风暴”执行攻坚定力 综合治理有深度CC

优化司法供给
司法为民有温度DD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广度EE

▲2020年12月底，亳州中院班子成员到涡阳信湖煤矿开展党建交流活动。

▲2020年11月中旬，亳州中院召开扫黑除恶新闻发布会。

▲谯诚区法院退休法官正在帮助药商调解一起买卖

合同纠纷。

▲2020年6月28日，亳州中院和古井集团开展党建结

对共建活动。

▲亳州中院金牌调解员苏维丽正在和原告美国利惠

公司的律师进行线上沟通。

▲2020年1月25日，利辛法院执行110干警成功控制

失信被执行人冯某。

▲蒙城法院调解员袁佩芹正在做胡老太母子

的思想工作。

◀扫黑除恶斗争期间，亳州中院公开开庭审

理一起刑事案件。

▲2020年3月6日，亳州中院法官来到破产重整企业

大唐置业有限公司，指导疫情防控下的复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