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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天予 浦东报道

在前段时间举行的洋泾首届“友邻

节”中，社区居民、企事业单位、公益组织

等共同参与，为“互助互爱、和谐共荣”的

洋泾社区添砖加瓦，其中来自羽山路诚信

经营示范街商户的力量不容小觑。

当日活动中，示范街商户紫阳富豪、

精作记小厨，以及示范街合作企业“金龙

鱼”纷纷来到现场。他们带来了各类食品

开展义卖，助力“友邻节”活动。新鲜出炉

的手工点心、价格优惠的半成品食物、精

致素雅的咖啡器皿……示范街商户共募

集到善款2000余元，全部捐赠给洋泾公益

基金会，用于提升洋泾社区困难家庭的生

活质量。

参与活动的商户纷纷表示，感谢洋泾

街道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让他们有机会

参与社区公益活动，增进与居民交流。“我

们期待能继续作为诚信经营示范街的商

户参与到社区活动中，希望洋泾社区公益

基金会多提供这样的机会，让我们服务社

区居民，展示自身形象。”

目前，羽山路诚信经营示范街第一

届自律委员会及市民巡访团已经成立。

在第三方社会组织——洋泾诚信建设工

作室的指导下，自律委员会讨论并通过

了《诚信经营示范街自律委员会章程》，

明确了自身在加强示范街日常行为管

理、服务经营商户等方面的规则。由洋

泾诚信“红榜”人物、资深志愿者组成的

市民巡访团将在示范街建设中发挥社会

监督的作用。

“这使得示范街商户不再是一个个独

立的个体，而成为了一个团队、一个大家

庭。”洋泾诚信建设工作室工作人员透露，

他们正在与相关部门开展研讨，在2017年
策划系列公益活动，更加全面地服务居民

与商户，让洋泾因诚信而精彩。

1月 7日，浦东新区私营企业协会召

开第六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海市

民营经济协会会长倪与强、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副局长张建华及民政局领导出席

会议。区私协会会长龚美华代表协会第

五届理事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从“加强

组织建设，做好会员服务，发挥协会职

能，加强非公党建”等四个方面回顾总结

了五年来协会的工作。工作报告指出，

过去五年中，新区私协在新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和市协会的指导下，认真贯彻党

的十八大精神，坚定信心、自主办会、转

型发展，积极探索办会途径、拓展服务领

域、提升服务质量，当好党和政府联系会

员的桥梁和纽带，彰显服务特色，服务政

府、服务会员、服务社会，较好地发挥了

职能作用。五年间，协会先后被评为全

国个私协会服务工作先进单位、全国个

私协会系统先进单位、5A级社团。

报告从“加强协会建设、坚持服务兴

会，积极争先创优”等三个方面，提出了今

后四年的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协会将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以促进非公经济健康发

展为己任，以服务会员为宗旨，以凝聚会员

为抓手，以关爱会员为重点，以传承与创新

为目标，保持协会事业生机和活力。

大会通过选举，选出了新的领导班

子，龚建益同志当选为第六届私协会长，

严引章同志当选为私协秘书长。

新当选的私协会长龚建益代表新班

子在大会上发言，表示要以高度的责任

心和使命感，适应改革发展新形势，带领

会员，坚持创新理念，坚持服务会员，努

力开创协会工作新局面。

共有89名私协会员代表出席大会。

（区私协秘书处 张友明）

创新发展 开创协会工作新局面
新区私协召开六届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田思倩 郑岗

昨天，浦东法院集中发放“民薪工程”

涉民生案件执行案款，355名公司员工领

到总计800余万元工资款。

启动快速执行“绿色通道”

这次集中发放执行款的案件为上海美

味七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欠薪案和上海爱

丽丝制衣有限公司欠薪案。其中，上海美

味七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欠薪案件涉及员

工 200人，上海爱丽丝制衣有限公司欠薪

案件涉及员工 155人，是近年来浦东法院

受理的规模较大的集团性欠薪案件。

浦东法院受理该批案件后，立即启动

了涉民生案件快速执行的“绿色通道”，对

涉案的企业采取了冻结存款、查封房产、

拍卖、变卖资产等一系列执行举措，最终

赶在春节前，顺利执行到 800余万元的工

资款。

发款现场，前来领款的员工喜笑颜

开。原美味七七的员工万后中说，没想到

22484元的欠薪还能拿到，他手里紧紧地

攥着执行法官递给他的厚信封，显得有些

激动。万后中曾经是美味七七的一名一

线送货员，风吹、日晒、雨淋，十分辛苦。

去年 4月份，美味七七宣布倒闭，万后中

被欠工资和赔偿金共计 2万余元。“公司

一倒闭，浦东的各级政府、工会和法院就

第一时间介入了。”万后中说。

据介绍，本次执行活动，是浦东法院

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涉民生案件专项

执行活动的组成部分，也是浦东法院“民

薪工程”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机制的重要

成果。

“民薪工程”成为法院品牌

“民薪工程”自 2015年 1月在浦东法

院启动，专项执行追索劳动报酬、赡养费

等民生案件，提前介入、集中执行、司法救

助、专门办理、快速执行等配套机制同步

跟上。

经过两年运行，“民薪工程”已经成为

浦东法院的一项品牌。为了充分发挥“民

薪工程”在打击“老赖”、督促履行方面的

功能，浦东法院采用流程管理和强制措施

“两手抓”的工作思路，一方面完善涉民生

案件集中专项活动的管理流程，包括组织

领导、流程对接、信息查控、突发情况处置

等均予以明确规定，实现涉民生案件的快

速流转，发现老赖快速反应；另一方面，对

“老赖”采取硬手段，打出组合拳，对符合

拘留、罚款条件的失信被执行人采取司法

强制措施。

“民薪工程”启动以来，浦东法院针对

涉民生案件组织了 25次集中执行行动，

对 318名被执行人采取司法强制措施，其

中 86名长期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被予以

司法拘留，一批民生信访老案、难案得以

执结。通过欠薪保障金垫付机制，累计向

7213名劳动者发放工资垫付款1亿多元。

为了保证司法拘留工作的对接畅通，

浦东法院同浦东新区拘留所建立了工作

协作机制，实现了双方在司法拘留工作上

的“无缝对接”，极大提升了执行工作的便

利性和威慑力。同时，双方建立了司法拘

留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在拘留所建立社会

矛盾化解室，发挥双方优势，构成化解执

行案件矛盾的多元化渠道。自工作协作

机制建立以来，共计送拘被执行人 453
名，其中 340名被执行人经过反思后主动

认错并履行义务或与申请人达成执行和

解。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王治国 郑岗

元旦前，湖北姑娘小伍终于了却了一

桩心事：6年前她遭遇交通事故，责任人

刘某在法院判决后玩起了“人间蒸发”。

而前段时间，刘某来到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执行局，老老实实缴纳了赔偿款。

车主拒赔玩“失踪”

2010年7月的一天，小伍骑着电动车

经过浦东康桥一路口时，被李某驾驶的大

客车撞倒，导致脑外伤并致精神障碍，经

司法鉴定为八级伤残。肇事的河南牌照

大客车是刘某购买的运输车辆，登记在郑

州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名下，李某是刘某

聘用的驾驶员。

在法庭上，刘某对交通事故的真实

性、责任认定无异议，同意赔偿小伍的损

失。

2011年 8月，浦东法院判决，除了保

险公司应当赔付的交强险部分外，大客车

所有人刘某还应赔偿小伍6.8万余元。判

决后，刘某在支付部分款项后不知所踪。

由于缺乏网络查控手段，虽经浦东法院执

行法官多方查询，也没有查到刘某的财产

线索，案件陷入执行困境。

冻结“老赖”工资卡

2016年 11月，小伍再次来到浦东法

院执行局，请求法院恢复执行。原来，小

伍多方打听，获悉刘某已经跑到深圳，并

在当地一家公司有了固定职业。执行法

官马建军立即通过网络查控系统对刘某

的银行账户进行重新查询，查到刘某在深

圳某银行的账户内有 2000余元现金，但

尚不足以清偿全部赔偿款。

经过分析，执行法官认为该卡应该就

是刘某的工资卡，于是立即冻结了该账

户。

果然，没过几天，“消失”多年的刘某

竟然出现在了马建军面前，主动缴纳了剩

余款项。原来，由于账户被冻结，刘某的

工资没法领取，影响到生活，又担心拒不

执行法院生效判决的事情被公司知道后

饭碗不保，于是请了 5天假，过来缴纳赔

偿款，解冻账户。浦东法院执行局局长王

志根告诉记者，这一案件最终得以执行到

位，关键得益于法院的网络查控系统。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建立了网络

查控系统后，执行法官在办公室里就可对

被执行人名下全国所有银行账户进行查

询和冻结，部分银行还支持网络扣划。“可

以说，网络查控系统让执行法官拥有了

‘千里眼’，无论‘老赖’在国内哪家银行开

设账户，在执行法官面前都将暴露无遗。”

王志根说。其实，在执行法官的“工具箱”

里，还有如失信黑名单、限制高消费、拘

留、罚款、查封、拍卖等执行工具，随着破

解执行难力度的加大，相关“工具”还会越

来越完善。

■本报记者 张敏 浦东报道

昨天，“浦东 110”领衔浦东公安分局

交警、治安、特警、特种机动队等多个部

门，在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组织开展

2017年“110宣传日”活动。活动现场，各

警种设摊为市民提供各类公安业务咨询，

还在现场展示了各类警用装备。

日常生活中，“110”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市民在遇到事故和危险时会想到拨打

“110”报警电话，有时候遇到一些困难也会

求助“110”。在浦东公安“110指挥中心”所

设的摊位前，民警向市民详细介绍了“110

指挥中心”的工作职责。其中包括：“110指
挥中心”24小时值守制；负责掌握区内治安

状况等。与此同时，交警、治安、特警、特种

机动队等多个部门也结合本部门的职能属

性向市民展示他们的日常工作成效。

据悉，为了使更多的市民进一步了

解、支持公安工作，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

局国际旅游度假区公安处首次依托新媒

体直播平台，诚邀未能到现场的网友，通

过手机直播走进活动现场，通过现场直播

的方式，了解“110 指挥中心”的日常工

作，网友能及时向现场民警提问、线上线

下交流互动。

■本报记者 陈烁 通讯员 罗冉芳

新年伊始，金杨社区微创党总支、创业

协会邀请微创党员和创业协会会员走访参

观小微企业，畅谈创业经历，展望创业前

景。这也是金杨社区微创党总支、创业协

会2017年的第一场党员主题实践活动。

1月7日下午，金杨社区微创党总支、

金杨创业协会一行 23人，分别来到创客

党支部书记王涛创办的“海滨食品”商店

和创客党支部委员王燕琼创办的“芯昕

荟”工作室，实地参观了解两个小微企业

的发展现状。

参观过程中，大家感受到了不同行业

的小微企业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

下创新性的经营理念、服务方式和创意设

计等。在座谈中，创业者间的心得交流和

创业故事分享，以及互动环节碰撞出的思

想火花，也让与会者受益匪浅。

浦东法院集中发放涉民生案件执行案款

355名员工领到800余万元欠薪

欠薪公司员工从法官手中接过执行案款。 □实习生 黄日阅/摄

诚信商户助力洋泾“友邻节”

网络查控系统助执行于“千里之外”

“失踪”6年的“老赖”乖乖现身

浦东公安开展“110宣传日”活动

金杨创业者观摩小微企业

民警向市民介绍“110”工作职责。 □通讯员 米扬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