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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黎玮）网上立案

申请数达154件，较上一年同期增长

153件，成功办理跨域案件8件，同比

增长 167%，涉诉标的额达 707万余

元……这是 2021年 1月，肥西县人

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最新数据，该

中心坚持司法为民宗旨，大力开展

网上立案、跨域立案，致力于提供星

级诉讼服务。

1月 15日，家住河北省石家庄

市长安区的李某，焦急地打电话

到诉服中心说，其正在居家隔离

中，但是其跟肥西县某公司签订的

投资合作协议无法履行，想要解除

合同，眼看着损失越来越大，但因

疫情防控原因不便前往肥西法院起

诉。诉服中心立即告知其可以通过

安徽移动微法院的方式进行网上立

案，并电话逐项指导其如何使用，

十几分钟的时间李某就成功提交诉

讼材料。立案后，诉服中心的工作

人员还引导李某可以通过移动微法

院中的掌上法庭与承办法官进行一

对一沟通，并可申请线上调解和开

庭，李某对法院的智慧便民诉服连

连称赞。

1月 28日，肥西县某公司和庐

江县某公司的委托代理律师来到肥

西法院诉服大厅，要求为其办理跨

域立案。跨域立案专员立即对案件

情况进行审查。肥西县某公司和庐

江县某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5 月 18
日、2019 年 4 月 12 日与云南省昆

明市某公司签订 《砖块购销合

同》 ,为云南省昆明市某公司承建

的肥西县山南镇某工地供应砖块。

截至日前，云南省昆明市某公司分

别 欠 两 公 司 973140.25 元 、

1057911.09元。立案专员在审查完

案件材料及管辖问题后，随即查询

管辖法院，经核实得知被告公司的

住所地因 2019 年行政区划发生变

动，现属于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

管辖范围。最终，诉服中心仅用四

小时，就为当事人成功办理了两起

案件的跨域立案，化解了当事人来

回奔波 4000公里。

自安徽移动微法院全面上线以

来，因其立案速度快、不受场所限

制 、不受时间限制、节约当事人诉讼

成本的强大功能广受欢迎。

本报讯（通讯员 陈备 李仁群）2月 4日凌晨

5点，淮南市八公山区人民法院春节执行行动

拉开序幕。执行局全体干警兵分四路奔赴执行

现场，利用春节有利时机，对涉民生案件进行集

中执行。

执行一组来到被执行人彭某家里，彭某因

一起交通事故与王某发生纠纷，法院判决彭某

赔偿王某 13万元。执行干警考虑到彭某本身

生活困难，没有清偿能力，于是积极引导双方当

事人和解，并最终达成分期付款的和解协议，双

方当事人均对法院的善意文明执行表示感谢。

在另一个因排水问题发生相邻权纠纷的执行

现场，执行局长带着干警们一边丈量门前高地尺

寸，准备拆除违建，将场地恢复原状；另一边向被

执行人及其家属讲解法律并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

作，被执行人张某表示配合法院执行。该案顺利

执行完毕。

当天，该院共出动警车 5辆，干警 20人次，

截至 17时，共拘传失信被执行人 7人，执行完

毕 11件，达成和解协议 10件，执行到位金额共

计 175.4万元，扣押轿车一辆，清除相邻权纠纷

案件障碍物一处。

本报讯(通讯员 柯畅)2月18日，辛丑年

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肥东县人民法院执

行局便顺利扣押一辆车，打响了新年执行的

第一枪。

“被执行人周某的车辆有了行踪”。早

上8点，刚到办公室的石磊法官便接到了申

请执行人高某的来电。接到消息后，石磊即

刻组织法警和车辆奔赴现场。到达现场后，

被执行人周某迟迟不敢露面，多方联系也未

果，该院执行干警依法将车辆贴上法院封

条，并强制扣押至法院。

据悉，2015年 2月 14日，周某通过陈某

的关系向高某借款20万元，并约定2018年7
月 14日还款 10万元，2019年 1月 14日还款

10万元，中间人陈某也自愿作为担保人在该

借款上签了字。可约定时间到了，却不见周

某有丝毫的还款意向。经多次催要未果，高

某便将周某及担保人陈某诉至法院。

在执行过程中，该院依法对被执行人及

担保人的财产采取强制措施，成功冻结、扣

划担保人陈某银行存款87272元，陈某自己

也主动履行了12728元，致使申请人高某与

陈某达成和解，并承诺剩余款项不再追究担

保人陈某的责任。然而，被执行人周某却依

然“我行我素”。为此，负责该执行案件的石

磊多次嘱咐申请执行人高某，一有周某的消

息请立即告知，于是便有了开头一幕。

本报讯（通讯员 赵李红 王飞）春节，是执

行“黄金时期”，灵璧县人民法院抓住时机，强势

开展执行行动。2月2日上午，执行干警兵分三

路奔赴各乡镇、村庄、小区、街道。

有的被执行人还在被窝里睡眼惺忪，

就被带上警车；有的被执行人正准备出

门，被执行干警迎头撞见；有的被执行人

正在门前晒着太阳打着牌，结果在左邻

右舍见证下上了警车……中午时分，执

行干警回到法院，匆忙吃完午饭，便继续

办理案件，做完被执行人思想工作，再联

系申请人，充分沟通协调，争取将案件妥

善处理完毕。

当天上午，灵璧法院执行局共拘传 8
人，其中 2 起案件执行完毕，2 起案件执行

和解，剩余被执行人打电话准备筹钱，如

若仍拒不履行法律义务，将被采取司法拘

留措施。

本报讯（通讯员 杜文静）2021年2月，

肥西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网络诈骗犯

罪案件。小杰（化名）今年 27 岁，早在

2017年想通过信用卡套现缓解经济压力，

不料被网络上找的一个“办信用卡提额”

的人骗去了 700多块钱。被骗的小杰“灵

光一现”，竟萌生网络诈骗想法。

2018年，小杰注册了一陌陌账号，名

字为“信用卡办理加提额”，默认注册性别

为女，为了更吸引人，他还将头像改为一

个美女头像。

2018年 9月，小周（化名）上钩了，小

杰对小周说可以办理无抵押信用卡，然而

需要包装费、邮费，如果提额度还需要刷

信用卡流水。小周也急着用钱，对于小杰

说的话也没有怀疑。一开始是几十、几百

的转给小杰，后来就是频繁的几百、一千

的转给小杰。到后期小周也说自己明明

已经意识到对方可能是骗子，但是脑子就

像被糊住了，还是继续给小杰转钱。至

2019年2月，小周通过微信前前后后共计

转款五十余次，金额合计 47263元，损失

越来越大，小周这才想起报警。

2020年5月13日，小杰在其家中被肥

西县公安局民警抓获。小杰对于其诈骗

小周的事实供认不讳，诈骗来的钱也全部

被挥霍。

小杰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且诈骗数

额巨大，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因其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

有坦白情节，自愿认罪认罚。经肥西县人

民法院审理，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七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责令其退

赔被害人损失。

本报讯（通讯员 苏立茜）2021年 1月

30日，肥西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结了

一起通过微信群以刷单方式实施的诈骗

案件。被告人郭某某等三人通过小单返

佣金方式获取被害人信任后，以卡单、超

时、连单等借口欺骗被害人进行多次刷单

以骗取被害人钱财，诈骗多名被害人共计

8万余元。最终三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

月至三年不等。

2020年6月，孙某某报警。他无意间

通过“XX福利群”看到“兼职广告”，便主

动加上对方微信，对方说兼职内容就是帮

京东、天猫、淘宝等店家刷单增加销量。

在客服的指导下，孙某某下载名为“传呼”

的 APP，注册登录后开始在该平台上操

作。客服给孙某某指派了价值 299元的

订单，孙某某通过扫码第三方平台的二维

码支付了 299元，没过多久，客服通过微

信转账给孙某某311元，即孙某某赚了12
元的佣金。见有利可图，孙某某便主动要

求继续刷单。紧接着，客服给出了四联

单，即要求孙某某连续支付四单商品的

钱，且价格越来越高，最高一单高达24900
元。就在孙某某一笔一笔支付时，客服告

知因已经超过两个小时，需要再次支付，

孙某某便再次支付了 24900元。当晚，客

服又告知孙某某只完成了任务70%，需要

继续刷单，孙某某这才恍然大悟可能被

骗，于是停止刷单。

公安机关经侦查，遭受类似骗局的并

不止孙某某一人。后经研判，将被告人郭

某某等三人抓获归案。

法官提醒，网络兼职刷单是违法行

为，也极易遭遇网络诈骗，请保护好个

人信息，不贪图小便宜，守好自己的钱

袋子。

本报讯（通讯员 陈红）近期，为了响应疫

情防控政策规定，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的

跨省执行任务按下了“暂停键”，但如何让身

处河南的困难申请执行人刘某一家过个好

年，成了信访团队负责人、副院级审判员陈军

的“心头病”。

2018年5月，刘某骑自行车在人行横道处

被驾驶轻型普通货车的彭某撞倒，致颅脑损

伤，构成一级伤残，处于持续性植物人生存状

态。经交警认定，彭某应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

责任。法院判决，被告彭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向刘某支付赔偿款140余万元。但彭某经

济十分困难，一直无力赔偿。刘某家中尚有年

仅6岁的女儿、12岁的儿子以及父母双亲，突

如其来的意外让这一家人丧失了经济来源。

“有没有好一些？家里的孩子和老人

都还好吧？”1 月 29 日，陈军拨通了刘某妻

子的微信视频，除了日常生活的关切，这一

次，陈军还给这个困难家庭带来了一份特

殊的新年礼物——20余万元司法救助金。

原来，瑶海法院信访团队受理该案后，陈

军一直记挂着刘某一家，经多方查证，被执行

人确无可供执行的财产。面对植物人刘某及

其无助的家人，陈军一边继续深度追踪被执

行人彭某的可执行财产线索，一边主动帮助

刘某申请司法救助。

经过申请审批，刘某成功获得了20余万元

司法救助金。在送去司法救助金的同时，陈军

也联系了刘某居住地的村委会，协商照顾刘某

及其家人今后的生活，让司法救助“破层出圈”。

红白梅林间
普法成风景

线上诉服显身手
法院办案添智慧

编者按：失信被执行人在回家过年的路上，执行法官们就正等在他们回家的“路边”。执行，意味着生效判决的兑现，事关人民群众对司

法的信心和信任。凭借执着，借力科技，如今执行手段长出了“尖牙利齿”，让失信被执行人无所遁形。在全力攻坚之下，我省各级法院执行

工作“牛劲十足”，捷报频传。以下春节前后的集中行动和战果只是我省法院执行工作的一个缩影，执行攻坚的道路上，人民法院从未止步，

请各位被执行人积极履行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莫与“失信”相伴！

肥东法院打响新年执行第一枪

办卡被“卡”转行行骗

刷单刷单折进八万

2月 19日，旌德县兴隆镇梅园迎来大批

游客观花赏景。旌德县司法局、法宣办利用

这一有利时机走进该景区，为景区工作人员、

游客及摊贩零距离开展法治宣讲、普法教育。

活动现场，普法志愿者通过悬挂横幅、

发放宣传手册及定制的普法购物袋等形式

向群众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扫黑除恶及

法律援助等知识。普法志愿者为游客普法

服务的身影映衬在景区红白相间的梅花

中，定格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通讯员 宋倩·

上警车清醒一下 想想要不要还钱

本报讯（通讯员 郑芹 范席晶）2月 2日，

长丰县人民法院拉开了“江淮风暴”落实“六

稳”“六保”之涉民生案件专项行动的序幕。

清晨6时，28名干警乘坐5辆警车，兵分两组

奔赴下塘、岗集、双墩等地，向多名涉民生案

件失信被执行人发起围捕。

此次专项行动以追索劳动报酬纠纷、赡

养费、抚养费、抚育费、医疗损害赔偿、交通事

故人身损害赔偿等涉民生案件作为执行重

点，集中突袭经常跟法院玩“躲猫猫”的失信

被执行人。

经过一整天高强度执行，共计拘传失信

被执行人 12人，进行拘留送押前核酸检测

11人，拟对拒不履行的5名被执行人采取司

法拘留措施，执结案件 16件，执行到位金

额177万余元，有效维护了申请执行人的胜

诉权益。

长丰法院向失信被执行人发起长丰法院向失信被执行人发起““围捕围捕””

本报讯（通讯员史国庆）验货，签收，200箱酒顺利

完成交付抵债，2月8日，郑某与谢某之间的一起民间

借贷案件历时一年半，终于尘埃落定。

谢某与郑某原系朋友关系，郑某因做生意资

金短缺而向谢某借款 47000元。同时，谢某还作

为担保人帮郑某还款 105000元。后郑某无力偿

还，谢某起诉至肥东县人民法院。2019年 5月，

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郑某偿还谢某借款本金

152000元及相应的利息。

判决生效后，郑某迟迟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

的义务，谢某遂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过程

中，承办法官经多轮查询并实地走访，除查到郑

某有一批尚未出售的酒水外，未查询到其他可供

执行的财产。经法院多次组织调解，申请人放弃

部分本金及利息，双方达成以酒抵债的协议，案

件顺利结案。

本报讯（通讯员 郑芹 范席晶）“法院真厉害，

腊月二十三‘小年’也不休息，看来欠账不还钱的

人想过个好年是难了！”当欠账不还的被执行人

在家被长丰县人民法院执行干警押上警车的时

候，附近围观群众纷纷点赞。

2021年2月4日清晨6时，警灯闪烁，28名执

行干警重拳出击,“江淮风暴”落实“六稳”“六保”

之涉民生案件专项行动再次拉开序幕。执行过

程中，有的被执行人被堵在早餐桌上，有的被执

行人被拦截在购买年货路上……

截至当天 16时，该院共依法传唤 8人，强制

带离居所或办公场所7人，依法搜查被执行人居

所1处，进行拘留送押前核酸检测6人，2名被执

行人因拒不履行义务被送进拘留所，执结案件15
起，执行到位金额 160余万元。

赖账年难过
清账好过年

法官“借”酒
消了债主的愁

20余万元司法救助金解燃眉之急

善意执行获双方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