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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涉及职工权益的事儿，
记者都比较关注。 听说大兴法院
有位执行法官赵鑫， 他有一套绝
招对付欠薪老板。 于是， 记者决
定上门探个究竟， 听听那些结案
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赵鑫当了执行法官这9年里，
每年结案都得千八百件， 他的团
队一年结案 3000多件 ， 尤其是
“急难险重” 的活儿没少干， 涉
及民生的欠薪案子更多。 “这些
年来确实在实战中总结了一些经
验， 说是锦囊妙计有点牵强， 因
为每个案子都有个性， 不是一招
儿能走遍天下的。 做这个工作需
要随机应变、 见招拆招， 才行。”
赵鑫说。

有专家之名
却不能挂专家号

“您的案子能不能到我手
里， 不是我说了算的……领导也
说了不算。 都是随机的， 由电脑
系统随机派发 。 案子不到我这
里， 其他法官也会好好办， 别着
急。” 赵鑫举着电话和另一头的
当事人解释着 。 记者从见到赵
鑫， 到走进大兴法院执行局的办
公楼， 他连着接了两个慕名而来
的当事人电话， 都是在询问赵鑫
案子能不能由他来承办。 可惜，
法院不是医院，不流行“专家号”。
为了避免案件受到人情的干扰，
案子由哪位法官来承办都是由电
脑 “派位”， 赵鑫做不了主。

一进赵鑫的办公室， 记者被
眼前的场景惊住了———办公室地
面铺满了案卷， 保守估计给有上
千卷， 要走到赵鑫的工位得 “跨
栏”， 而且赵鑫的办公桌上也堆
满了卷宗。 “这是在整理卷宗？
还是再找资料？” 记者发出了疑
问。 赵鑫挠挠头， 说： “这些都

是正在办理案子的案卷， 我们随
时要用。 现在手上就有一百多个
案子……那咱们还是去会议室
吧 。” 一进会议室 ， 更热闹了 ，
会议室里除了会议圆桌和椅子，
还有五六张行军床， 床上还堆着
铺盖， 一看这床经常有人休息。
“执行法官的工作性质就是到处
找人、 找物。 朝九晚五根本保证
不了， 24小时随时出发。 下班没
点儿， 要是夜里回来， 就在这里
凑合凑合。” 赵鑫不好意思地笑
着解释。

办公室与会议室， 都反映了
执行法官团队的工作状态。

真凭实据
破解老板的“金蝉脱壳”

赵鑫确实声名在外， 这些慕
名而来的当事人， 有的是慕名而
来 ， 有的是当事人之间口耳相

传。 2018年， 一个印刷企业迁到
外地， 不能一起走的员工没有得
到离职补偿， 于是起诉， 法院判
决印刷公司的老板对职工们进行
补偿。 案子到赵鑫手里时， 老板
已经失去了踪迹。 “我们找了企
业的各种信息， 也查了账目， 发
现这家企业是 ‘有备而来’。 企
业的法定代表人变更， 账目上也
不再有人打钱过来。 我们听说，
其实这家公司的老板已经另起炉
灶， 新申请了其他商号的营业执
照继续经营。 还通知了以前的商
业伙伴， 以后钱款往来走其他账
户 。 企业这样做等于 ‘改头换
面’， 彻底和职工撇清了关系。”

案子陷入了僵局。 赵鑫不甘
心， 时刻关注着这家企业的各个
账户， 终于发现居然有一部款项
打到了这家企业的旧账户上， 而
且足够支付职工的补偿款和工
资 。 他立即将这笔款项依法查

封， 不过赵鑫心里有数， 打款企
业一时疏忽， 将钱打到旧账上，
以后肯定会找来要钱。 所以扣钱
不仅要快 ， 而且要扣得有凭有
据。 他详细地调查了两家企业的
债务关系。 “后来打款企业果然
跟我们联系 ， 还对执行提出异
议， 非说这钱打错了账户， 让我
们还回去。 但是我们前期进行了
调查， 有证据证明他们确实欠被
执行人也就是那家印刷公司的钱
款， 这钱还得没错。 最终驳回了
他的异议。”

赵鑫说： “‘改头换面’ 是
一些公司躲债的惯常做法。 这些
老板为了躲避执行法官， 重新注
册商号， 更改法人代表， 逃避债
务。 在执行中， 法官要想方设法
证明拖欠工资的企业和新注册的
企业是同一个老板、 同一个实际
控制人， 才能对更名后的企业采
取措施， 保障职工们的权益。”

抓住细节
一张发票找到工程款

去年， 几名建筑工人因没拿
到工资而起诉并告赢了建筑公
司。赵鑫接手了该案的执行。他查
资料发现， 这家建筑公司官司缠
身，账目上没钱，连办公大楼都被
其他法院给查封了。 “这家建筑公
司有资质， 很多包工头挂靠在这
家企业名下，企业又监管不到位，
这些包工头到处捅篓子。 ” 赵鑫
说，“照当时的情况看， 建筑工人
的工资难以拿到手。 ”

当工人们的代理律师找上门
商量对策的时候， 赵鑫提了一个
建议： “这家公司被很多包工头
挂靠， 说不定现在还有工程在建
设着， 有工程就有工程款。 你们
去查查这家公司的税务记录， 说
不定有线索。” 代理律师按照赵
鑫的提醒， 去查了一下建筑公司
的税务发票情况， 发现建筑公司
果然还在对外开具发票。 赵鑫听

到这个消息可高兴了， 立刻着手
调查。 “他们还在开发票， 说明
还有工程款在结算。 只要查到收
发票的单位， 就能找到工程款。”
赵鑫按照这个线索， 最终找到了
工程款结算方。 工程款结算方最
终将工程款交给了法院， 这笔款
项到账， 职工们拿回了总额为60
万元的工资。

绿色通道
帮职工拿到欠薪

赵鑫所在的大兴法院在每一
个执行团队中都设立一个民生小
分队， 专门负责涉民生案件的执
行。 “劳动报酬、农民工工资、赡养
（扶养、抚育、抚恤）金、医疗损害
赔偿、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工
伤保险待遇等涉及群众基本生活
的案件， 都属于民生案件。 可以
走执行 ‘绿色通道’。 比如， 追
索劳动报酬的案件， 如果工人申
请执行的时候， 这家企业还在经
营， 我们会马上过去对企业采取
强制措施。” 赵鑫说。

在9年的执行工作中， 赵鑫
法官累计执结案件7000余件， 执
行到位金额近12亿元 ， 办理了
“知名网络歌手欠款案” “八旬
老太医院霸床案” “涉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建设工程疏解腾退案”
等一批社会关注度高、 执行风险
性大、 关系区域发展大局的疑难
复杂案件。

2018年， 赵鑫团队全年执结
案件2916件 ， 执行到位金额2.5
亿元。 近3年来， 赵鑫承办的财
产可供执行案件60%都在45日内
执结。 因业绩突出， 他连续7年
被评为优秀， 荣立个人三等功两
次 ， 曾荣获 “全国法院办案标
兵” “全国法院最强执行干警”
“北京青年五四奖章” “首都劳
动奖章” 等称号。 今年6月， 赵
鑫被授予第九届全国 “人民满意
的公务员” 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李婧

执行法官赵鑫：智斗欠薪老板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石宣

父女同时现身“艰苦奋斗”方阵

在国庆群众游行1分指8号
“艰苦奋斗” 方阵中， 有一对分
属不同单位、 有着不同身份的父
女 ， 却共同用着整齐划一的动
作、 挥洒豪迈的激情， 表达对祖
国最真切的祝福， 他们就是在中
国建筑一局 （集团） 有限公司工
作的父亲刘宝全和在中国石油大
学 （北京） 工商管理学院就读本
科的女儿刘惠文。

6月 19日 ，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展开国庆群众游行活动
的报名工作， 刘惠文得知消息后
马上报了名。 看上去温柔腼腆的
小姑娘做好每天在烈日下训练吃
苦的准备， 她暗下决心， 不管多
苦多累都会选择坚持。

起初， 她没有告诉家人参加
国庆活动的消息， 父亲也只是简
单地提到暑假会有一个活动。 直
到7月21日 ， 学校 、 市国资委 、
市农工委职工一起参加8号方阵
第一次10公里拉练， 父女俩才发

现彼此的小 “秘密”。
群众游行约有10万人， 8号

方阵只有2200多人， 缘分却促使
父女两人成为同一方阵的成员，
一个代表产业工人， 一个代表石
油学子，挥舞着同样的小红旗，做

着同样的动作，共同阐释“艰苦奋
斗” 方阵主题的深刻含义， 祝福
祖国繁荣昌盛。 父女俩都感到无
比幸运、 幸福， 将此视为他们的
小家对祖国的一个祝福方式。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作为

主责单位承担了群众游行8号方
阵任务 。 自6月5日接到任务以
来， 学校组织动员各方面力量，
积极推进各项筹备工作。 自7月
21日正式组织训练开始共安排体
能拉练5次， 各大队分练40余次，
方阵合练8次， 验收及彩排预演7
次， 上百个小时的不懈训练， 就
为了最终81秒的完美呈现。

正式训练分为早上和晚上两
个部分， 避免了师生在烈日下暴
晒， 达到事半功倍的训练效果。
合练时， 国资委、 农工委职工15
时来到中国石油大学， 参加下午
到晚上的训练，往返路上要花费6
个小时， 有时候训练完已经非常
晚，回到住处往往在凌晨以后。即
使如此， 职工们照样以高度的热
情参与训练， 为学生们树立了榜
样， 书写出艰苦奋斗的内涵。

8月16日和8月21日的合练将
之前的动作和队形做了极大改
动， 最后的动作虽简单却更耗体
力， 更能体现8号方阵要展现的

产业工人和农民群体艰苦奋斗的
激情主题。 所以， 无论胳膊举着
道具有多么酸痛， 但是刘惠文和
刘宝全相互鼓励， 他们知道一切
都是值得的。

刘宝全常年在外省市出差工
作， 平均一年下来只能在家待一
个月左右。 他曾经做过一段时间
的测量， 每天背着仪器到处走，
导致肩膀上有一块肌肉组织坏
死， 虽然整个人又黑又瘦， 但是
精神状态始终很饱满。 他在女儿
心中， 就是朴实而伟大的产业工
人的代表。

从天安门前走过时， 整个方
阵沸腾了， 每个队员都在用最强
的欢呼声和呐喊声表达出工人和
农民的风采， 喜悦和激动在这一
刻完全迸发出来， 每个人都热泪
盈眶。 刘惠文说：“能够参加国庆
活动， 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 作
为石油学子，我们要传承石大‘实
事求是，艰苦奋斗’的校风， 为了
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小我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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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章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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