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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执行职能作用 维护地方金融安全

全省法院去年

涉金融债权执结 85.67 亿元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首席记者
万珺 昨日，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执
行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省法院充分发
挥执行职能作用，服务保障“六稳”“六保”
工作情况。2020 年，全省共执结涉金融债
权案件 33907 件，执行到位金额 85.67 亿
余元，有效维护地方金融安全；共执结小
微企业纠纷执行案件 4436 件，到位金额
1.71 亿元。 2020 年，全省法院积极应对
疫情防控给执行工作带来不利影响，持
续加大执行力度， 及时保障市场主体的
胜诉权益。
据悉，2020 年省法院执行局通过专
项督办、执行协调等方式，推动一批疑难、
系列案件的执行，如对江西正邦集团系列
执行案件进行挂网督办，三级法院协同执
行到位 4900 余万元。 全省法院涉黑恶伞
刑事涉财执行案件执行到位金额 65 亿
余元，执行到位率 94.25%。充分运用司法
手段遏制乱占耕地现象，专项活动期间共
执结违法占用耕地类行政非诉执行案件
27 件，执行到位金额 5934.2 万元；常态
化开展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行动，专项活
动期间共执结涉民生案件 5310 件，执行
到位金额 2.86 亿元； 持续加大涉党政机
关和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债
务案件执行力度，专项活动期间共执结以
党政机关为被执行人案件 236 件， 执行
到位金额 4.69 亿元， 其中党政机关和国
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债务案件 46 件，执

行到位金额 9582 万元。
2020 年，全省法院运用“点对点”和
“总对总”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累计查询案
件 35.5 万件次， 冻结存款 34.8 亿元，冻
结证券 121.39 万股， 查询车辆 10.04 万
辆。 推广网络、电视直播“云法拍”，网上
VR 视频看样等网拍标的物宣传推介新
模式。全省法院通过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共
拍卖标的物 22488 件，成交额 106.87 亿
元，溢价率 156%，节约佣金 3.71 亿元，网
拍数量超过去年 30%。 推动全省法院应
用涉执财产处置参考价确定新模式，全省
法院促进当事人议价 811 件， 定向询价
367 件，网络询价 747 件，有效提高财产
处置效率。 利用执行事项委托平台，办理
省内外委托事项 7.21 万件次， 线上事项
委托数量增长近 40%，疫情期间
异地执行工作高效有序开
展。 全面推行运用“
一
案一账户” 案款管
理系统，实现了人、
案、款的一一对应，
累计发放执
行 案 款
258.88
亿元。

垃圾分分类 社区美十分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首席记者 高学
斌 为提高居民群众对垃圾分类的认识及正
确掌握垃圾分类的方法，近日，徐家坊街道经
纬社区召集社区党员、居民，共同开展垃圾分
类知识培训活动。
通过此次垃圾分类主题活动， 增强了社
区党员干部及社区居民代 表 对 垃 圾 分 类 知

识的了解，让居民认识到了垃圾分类的重
要性，从而引导更多居民真正参与到垃圾
分类中去，让居民在家中就能便捷、规范
地实现垃圾分类。 同时，使居民对垃圾分
类的方法、 处理流程有更深层的了解，逐
渐养成主动分类的习惯，把垃圾分类工作
引向深入。

【典型案例】

法院多举措追缴涉黑案件资金
执行到位 7000 余万元
被告人孙某信等 28 人犯组织、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强迫交易罪、敲
诈勒索罪、盗窃罪、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
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伪造公司、企业
印章罪、故意伤害罪、纵容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一案， 二审法院作出生效刑事判决：
决定对孙某信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其他被告人依法
判处不同的有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或罚金；对孙某信及其成员通过违法
犯罪活动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聚敛的财
产及孳息、收益予以没收、追缴；其他单
位、组织、个人为支持以孙某信为首的黑
社会性质组织活动主动提供的财产予以
没收， 未扣押的依法追缴； 其他单位、组
织、个人利用以孙某信为首的黑社会性质
组织及其成员违法犯罪活动获取的财产
及其孳息、收益予以没收，未查扣的依法
追缴。2020 年 4 月 15 日，西湖区法院将孙
某信等 28 人刑事罚没一案立案执行。
西湖区法院成立孙某信等人黑社会
性质组织犯罪案执行专班。 一方面，对移
交的银行存款账户、手机、产权明确的不

动产等财产，组织专门力量第一时间变现
处置， 用时 20 天执行到位 1031 万元，其
中通过“云拍卖”、VR 看样、“
法官带货”等
方式，执行到位 450 余万元；另一方面，因
移交的部分不动产存在被执行人违法所
得和合法财产、涉案人员个人财产和家庭
成员财产混同以及涉及案外人合法财产
等情况，该院积极向当事人释明执行异议
救济途径，对 5 件有证据证明确系案外人
所有的财产，经审查依法予以发还。 对需
要上缴国库且没有争议的涉案财产，该院
积极争取区政府、政法委、扫黑办的支持，
协调财政、国资等部门建立无法拍卖在案
财物的实物上缴制度，采取实物上缴的方
式执行到位 3700 余万元。 最后，该院充分
运用“三推送”工作制度，借助基层组织力
量，引导被执行人亲属自愿代为履行罚金
等。 通过上述方式促使 3 名被执行人及其
亲属主动履行全部义务， 到位金额约 153
万元。 截至目前，该案共执行到位 7000 余
万元，执行到位率 100%，有力地铲除了黑
恶势力犯罪经济基础，取得了良好的政治
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

全省优秀教师景区免门票政策延续至2023年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记者 魏莹 记
者获悉， 为不断提高我省优秀教师地位待
遇，2018 年 9 月，原省旅发委、省教育厅联
合下发了《关于给予优秀教师在省内主要景
区免门票优惠政策的通知》， 给予获得省部
级以上荣誉的优秀教师享受免门票进入省
内国家 4A 级以上旅游景区待遇。 2020 年 6
月 4 日，省文化和旅游厅下发《关于给予全
省新一批优秀教师在省内主要景区免门票

优惠待遇的通知》， 要求各地将新一批享受
免门票优惠政策优秀教师名单转发至各县
（市、区）文广新旅局及辖区内国家 4A 级以
上旅游景区。 上述措施营造了尊师重教的良
好社会氛围，受到社会各界一致好评。
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与省教育厅共同
商议确定，将给予全省优秀教师在省内主要
景区免门票的优惠政策延续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防震减灾知识讲座”走进校园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记者 熊金标 1
月 7 日，桃花一村小学开展了“
防震减灾知识
进课堂”活动，来自西湖区防震减灾局的专家
们为该校师生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防震知识
讲座。
课堂上， 防震减灾专家结合自身参与汶
川地震救援的经历， 详细讲解了地震发生原

因、危害及地震发生时如何自救等知识。师生
们通过听课、互动等方式，懂得了地震来临不
乱跑，记住了“伏地、遮挡、手抓牢”等口诀，学
会了如何在地震发生时自救。课后，西湖区防
震减灾局还向师生们发放了防震减灾知识读
本、学习用品等纪念品。 通过这次活动，有效
提高了该校师生自救互救的知识技能。

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为农民工维权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记者 聂俊鹏
实习生 王甜甜 为确保农民工合法利益不受
侵害， 近日青云谱镇人社所联合万溪村对辖
区企业的欠薪情况进行了大排查， 大力开展
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
镇、村人社工作人员通过走访，了解企业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重点了解和解决企业拖

欠职工工资问题，特别是建筑工地，排查了用
人单位是否按照国家关于工资支付有关规定
支付农民工资、 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
合同及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等情况。
通过此次欠薪情况大排查，发现辖区内
各类企业劳动用工情况总体良好，未发现一
起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

正通汽车集团启动“感心服务，常悦归来”服务
冷梅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记者 聂
俊鹏 1 月 9 日，正通汽车集团为庆祝集团正
式成立 21 周年，在南昌宝泽 BMW 5S 店展
厅举办庆典活动，并正式启动“感心服务，常
悦归来”客户超级关怀服务。

正通集团身为东道主， 盛情邀请了上下
游服务机构及企业同仁。活动现场人潮涌动，
人们相笑举杯， 共同庆祝正通集团快速发展
及跨过 21 个年头。 据了解，该集团旗下拥有
27 家宝马、6 家 MINI 授权经销商。

江西5A、4A级乡村旅游点
旅游风情小镇名单出炉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记者 魏莹 近
日， 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江西省
5A、4A 级乡村旅游点和江西省旅游风情小
镇认定名单，确定抚州市南城县麻岭下田园
一、江西省 5A 级乡村旅游点名单：
1 抚州市南城县麻岭下田园综合体
2 上饶市德兴市楼上楼田园综合体
3 上饶市婺源县江湾镇松风翠
二、江西省 4A 级乡村旅游点名单：
1 上饶市婺源县清华镇朴园
2 萍乡市武功山花涧里景区
3 抚州市宜黄县歌坪景区
4 九江市彭泽县凯瑞田园综合体
5 南昌市湾里管理局九龙溪田园综合体
6 新余市仙女湖区凤凰湾森林乐园
7 萍乡市莲花县吉内得国家稻田公园
8 新余市渝水区罗坊镇锦园
9 吉安市安福县山庄大智石刻景区

综合体等 3 家单位为江西省 5A 级乡村旅
游点； 上饶市婺源县清华镇朴园等 18 家单
位为江西省 4A 乡村旅游点；九江市永修县
吴城镇等 4 家单位为江西省旅游风情小镇。
10 宜春市铜鼓县永宁镇坪田村
11 抚州市黎川县德胜农垦小镇景区
12 景德镇市浮梁县双龙湾生态园
13 赣州市兴国县高兴归元生态园
14 景德镇市乐平市沃博生态园
15 宜春市靖安县罗湾乡哨前村
16 抚州市东乡区王桥清湖景区
17 上饶市鄱阳县青丘滑草场
18 九江市武宁县澧溪镇柒彩长乐
三、江西省旅游风情小镇名单：
1 九江市永修县吴城镇
2 赣州市定南县岿美钨矿小镇
3 吉安市遂川县草林红圩特色小镇
4 九江市瑞昌市铜岭剪纸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