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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1日讯(记者 钟
建军 通讯员 郭宏伟) 9月
10日上午，烟台市中级人民法
院召开推进“一清理两打击”专
项执行活动新闻发布会。市中
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副局长王
桂一通报今年以来全市法院执
行工作的总体情况；对全市法
院“一清理两打击”专项执行活
动开展情况进行阶段性总结；
通报了当前全市法院执行工作
存在的主要问题；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全市法院执行工作主
要活动安排。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今
年以来，全市法院紧紧围绕“巩
固和深化基本解决执行难成
果，建立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
机制，全面提升执行工作水平，
奋力向‘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
迈进”的总体目标要求，坚持以

“四抓四促”(抓核心、促整体；
抓活动、促重点；抓规范、促长
效；抓督导、促提升)为原则，以

兑现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为目
的，突出问题导向，着眼长效机
制，全力攻坚克难。截至9月6
日，2019年以来全市法院共受
理各类执行案件39119件，共执
结案27010件，执行到位标的额
472825 . 18万元。与去年同期相
比，收结案数同比分别上升
20 . 7%和16 . 1%。

今年以来，全市法院按照
“集中攻坚、重点推进”的原
则，坚持以“一清理两打击”专
项执行活动为总引领，有重
点、分阶段、多拨次组织开展
专项集中执行活动。先后统一
开展了“一清理两打击”之“涉
金融案件专项执行活动”“一
清理两打击”之“打击恶意逃
废银行债务专项执行活动”，
部分法院还在“五一”节期间
组织了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
活动，有效促进执行工作整体
水平提升。截至2019年9月6日，
三项活动共执结涉金融、涉民

生等案件3000余件，执结到位
标的额近7个亿。

据介绍，“集中清理有财
产可供执行案件，打击拒执违
法行为、打击规避执行行为”，
是经烟台中院党组决定，由中
院执行局统一组织，全市法院
共同参与的专项集中执行活
动。该项活动从7月1日开始至
12月底结束，活动开展时间为
半年。

针对部分被执行人、利害
关系人及案外人通过提出执行
异议、案外人异议等方式拖延
执行或逃避执行的行为，莱州
法院、招远法院推出了“继续执
行责任保险”措施。其主要做法
是，通过申请执行人提供担保，
由保险公司向法院出具《继续
执行责任保险保函》，执行法院
可根据《保函》依法继续执行，
该做法有效防止了被执行人、
利害关系人相互串通、拖延执
行等行为。该措施实施2个月以

来，共有近百名申请执行人以
此种方式提出担保，在此期间
直接执结相关案件56件，执行
到位标的232 . 59万元。

全市法院进一步加大了
对拒执行为、逃避规避执行行
为的打击力度，有效提升案件
执行司法震慑力。今年以来，
两级法院先后向公安机关移
送涉嫌拒执犯罪被执行人5 8
名，已立案侦查11案，已判处
刑事处罚10案10人次。依法用
足用好拘留、罚款等强制措
施，进一步提升执行效率。截
至9月6日，全市法院共对668名
拒不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采
取了拘留措施，共罚款300余万
元。充分发挥失信惩戒、限制
高消费、限制出境等惩戒措施
作用，进一步压缩拒不履行义
务被执行人社会活动空间。截
至9月6日，全市法院共发布失
信被执行人5625人次，限制高
消费17417例，其中3645人迫于

压力履行了义务。
为进一步加大涉民生案件

执行力度，全力兑现社会弱势
群众合法权益，从开始至10月
10日期间，全市法院将集中开
展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活动。
此次活动，以申请主体为老弱
病残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失业
人员、生活困难人员、困难受害
人员等为重点群体；以追索劳
动报酬、工伤保险待遇、赡养
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交
通事故损害赔偿、医疗损害赔
偿、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等为重
点案件范围。

下一步，全市法院将针对
涉金融执行案件执行标的额
高、社会影响范围广、执行难度
大等特点，采取“多案件对接、
多法院协同、多单位参与”等模
式，加大协调力度，强化统一指
挥，进一步提升案件执行效率，
最大限度实现金融机构合法权
益，维护金融秩序稳定发展。

恒丰银行烟台分行

为为海海洋洋牧牧场场““立立体体养养殖殖””增增添添金金融融活活水水

为积极贯彻落实国家
海洋强国战略思想，恒丰
银行烟台分行紧跟山东省
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助力
经略海洋发展，提升服务
海洋经济的效率和水平，
持续推动海洋牧场项目转
型升级。近日，分行所辖长
岛支行为国家级海洋牧场
长岛南隍城海珍品有限公
司提供的网箱项目贷款正
式投放，解决了企业智能
网箱建设中的融资难题。

据了解，恒丰银行紧
跟省委、省政府关于山东
海洋强省建设行为方案，
总行党委成立了海洋强省
专项推进小组，制定了具
有海洋特色的金融服务政
策。烟台分行全力贯彻执
行总行党委战略部署，根
据区域海洋优势，不断完

善 海 洋 经 济 信 贷 产 品 政
策，先后为辖内山东好当
家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威
海长青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海裕远洋渔业
有限公司等第一批海洋牧
场企业累计提供1 . 57亿元
资金支持。分行针对全省
海洋牧场建设项目“先建
后补”的财政扶持政策，创
新推出了海洋牧场立体养
殖平台贷款业务，在满足
优质重点海洋牧场客户融
资需求的同时，着力帮助
海洋牧场企业主解决“融
资难，融资贵”的实际问
题，为海洋经济发展增添
金融“活水”。

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恒丰银行烟台分行有信心、
有条件、有能力助力海洋经
济这篇大文章做深做大 ,为

海洋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
献责无旁贷。而海洋牧场是
海洋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一
直以来，烟台分行坚持依托
自身创新的优势，俯下身子
干实事，通过走访辖内的海
洋经济企业，加深对企业的
了解，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融
资服务方案。

下一步，烟台分行将以
海洋牧场为契机，持续关注
海洋经济企业的发展情况，
扩大走访范围，延伸调研视
角，为智慧港口建设、国际
货运贸易、海洋生物制药、
海工装备、海洋交通运输、
海洋文旅等海洋经济企业
解决实际困难，制定出更多
行之有效的金融服务措施，
助推海洋经济持续健康稳
定发展。

(通讯员 华国栋)

烟烟台台高高新新区区开开展展首首届届““家家庭庭助助廉廉””活活动动

本报9月1 1日讯 (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王贵

艳 王琛) 记者从烟台市
纪委高新区工委获悉，9月
7日上午，烟台高新区第一
届“家庭助廉”活动在创业
大厦如期举行，全区各部
门单位主要负责人家属参
加。这是高新区工委、纪工
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和监督责任，突出党
风廉政建设“一把手”这个
关键和家庭在反腐倡廉中
的特殊作用而采取的一项
举措。

活动中，与会人员共
同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亮
剑》，通过发生在烟台本地
真实的案例，揭露了部分
干部从心态失衡到大肆敛
财、从心存侥幸到目无法
纪，从意气风发的领导干
部到身陷囹圄的阶下囚的

过程。
与会人员还共同观看

了由区纪工委组织拍摄的
反腐倡廉教育短片《您收的
不是礼品，而是“定时炸
弹”》。短片从收受礼品、收
受礼金、退回礼金三个层面
分析了干部对待礼品、礼金
不同的态度而需要面对的
不同后果，教育引导领导干
部和家属要慎初、慎独、慎
微，洁身自好，清廉自守。

观看结束后，高新区工
委和纪工委送出了“廉洁寄
语”，向干部家属们发出了
发挥好家庭在反腐倡廉中
的特殊作用，当好“廉内助”

“贤内助”，共筑预防和抵制
腐败防线的倡议。“一把手”
家属们现场为领导干部撰
写“廉洁家书”，传递温馨温
情，提醒劝诫家人远离腐
败、保持清廉。

“一个个发生在烟台本
地的鲜活案例令人触目惊
心，发人深省，我更加清醒
地意识到廉洁对家庭幸福
的重要性。这次‘家庭助廉’
活动，也使我更深刻地认识
到自己在助廉、促廉上的责
任和义务，我一定一如既往
地做好廉内助，廉洁持家，
常吹‘廉政风’、常敲警示
钟，共同筑牢防腐倡廉防
线。”高新区一部门主要负
责人家属说。

家属们纷纷表示，通过
“家庭助廉”活动，进一步增
强了廉洁自律意识，更加清
醒地认识到党纪法规的红
线坚决不能碰，在严格自律
的同时，要发挥“廉内助”作
用，监督好家属，提醒家属
牢记廉洁从政各项规定，齐
心协力筑牢家庭廉洁“防火
墙”。

烟台220千伏黄务输变电工程送电投运

9月10日上午9时，黄务220千
伏变电站一次送电成功，标志着
220千伏黄务输变电工程竣工投
运，工程投运将增加供电能力36
万千伏安，大幅缓解城区电网供
电紧张局面，充分满足芝罘区南
部新城等区域用电负荷增长需
要，同时提高了铁路牵引站供电
可靠性。

据悉，220千伏黄务输变电
工程是国家电网公司、山东省电
力公司督办的重点工程，也是烟
台市委、市政府2019年重点城建
项目，工程于2009年12月22日取
得省发改委核准批复，2011年2月
取得国网公司初设批复，于2019
年9月建成投运。该站位于芝罘
区只楚街道西牟村，站址占地
0 . 731公顷，总建筑面积3312平方
米。本期安装2台18万千伏安变
压器，新建220千伏进线4回、110
千伏出线8回、10千伏出线20回。
上级电源来自500千伏牟平站，
新建牟平-黄务双回线路长度
43 . 5千米，竹陌线开断进黄务站
电缆线路2公里，新组立铁塔138
基，其中三回塔17基，双回塔117

基，单回塔4基。
黄务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推

进过程中经历站址变迁、民事协
调等诸多困难，烟台供电公司开
展重点工程推进，建立领导包保
和重点工程协调例会机制，确定
重点项目落地方案，制定路线
图、时间表和责任链，倒排工期、
挂图作战。全线累计跨越蓝烟铁
路2次，青荣城际铁路1次，荣乌
高速1次，穿越500千伏线路两次。
施工首次采用同塔三回设计，最
高塔型高达63 . 9米，为烟台电网
220千伏电压等级最高塔。同时，
在施工过程中及时解决工程推
进过程中有关规划审批、物资调
配等制约难题，确保重点工程建
设有序推进。加强与地方政府沟
通汇报，通过多次对接，得到规
划、住建、财政、城管、交通等部
门大力配合，顺利解决了工程施
工、民事协调、清表工作等诸多
困难。采用“周调度，日协调”机
制，充分发挥各参建单位的主观
能动性，比原计划提前两个月投
产送电。

(通讯员 马学利 张坤)

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推进“一清理两打击”专项执行活动新闻发布会

法法院院执执结结涉涉民民生生等等案案件件33000000余余件件

车辆拍卖公告
2019年9月20日9时30分于

中 拍 平 台 ( h t t p : / /
paimai.caa123 .org.cn)公开拍卖：
1、本田雅阁、别克商务、丰田皇
冠等车辆8台，单辆拍卖；2、五
十铃货车3台，整体拍卖；3、桑
塔纳6台，整体拍卖。(详见公司
网站：www.sdpm.com.cn)。

9月18日—19日在烟台市
芝罘区黄务卧龙经济园马山
路9号院内展示。

有意竞买者请于9月19日
16时前将标的1保证金1万元/
台，标的2、标的3保证金3万元/
包交至本公司账户，并持有效
证件在展示地点办理竞买手
续。
联系电话：0531-82620789
保证金查询：0531-82620567
地址：济南市青年东路16号

山东齐鲁瑞丰拍卖有限
公司

2019年9月12日

创新监管新举措

驻站联合新模式

烟台市特检院蓬莱工作站按照
“检验监察 执法”三位一体的模
式，密切配合监管部门开展各种特
种设备安全监管活动，为共同提高
业务技能，达到配合联动的目的，监
管部门定期派驻人员到工作站进行
联合办公。

(通讯员 金鹏)

抓好行风建设

坚守廉洁底线

为牢固树立廉洁自律意识，营
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9月6日下
午，烟台市特检院召开行风廉政教
育会议。院领导以及院本部全体干
部职工和各工作站负责人与参会，
各工作站其他干部职工通过视频会
议形式参会。会议由行风廉政专家
时永发主持，就做好节前行风廉洁
工作提出了要求。

(通讯员 金鹏)

特检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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