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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订单有所下降，快递
费用怎么会节节攀高？这背
后，一起公司内部高管与外面
的快递公司相勾结，通过虚构
快递单、虚增快递物品重量等
方式，骗取公司三百多万元巨
款的案情浮出水面。

“苏州高新区是日资企业
聚集区，但涉及外资的刑事案
件屈指可数。”区法院刑庭接
手后，包括庭长龚雷在内的全
部三位员额法官都参与到此
案的审理中，“常说一个案例
胜过一打文件，依法审理好该
案的意义与重要性不言自
明。”最终，法院围绕案件定性
和涉案金额两个争议焦点进
行了细致缜密的查证核实，两
名被告人双双因职务侵占罪
获刑。

案件审结后，这家日资
企业的总经理小村寿郎在感
谢信中写道：“案件时间跨度
长，证据材料多，案情疑难复
杂，给审理带来了较高的难
度。然而，三位法官在办案
过程中尽职尽责，依法审理，
作出了公正判决，真正做到
了司法为民、公平公正。”信
件末尾，他特别对中国法官
忠于职守、秉公执法的工作
作风，以及清正廉洁、勤政为
民的无私精神致以崇高的敬
意和深深的谢意。

“这里营商环境好，是创
业者的天堂。”谈及司法护航
企业发展，36岁的黎娜由衷
抒发感慨。在上市公司苏州
纽威阀门股份工作 15年，如
今身居副总，她亲身体验到公
司快速发展的道路上，司法保
障不可或缺。

距离区法院不到两公里，
“国家知识产权专利局江苏中
心”的标牌格外醒目。身处首
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
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也一直
被视为区法院的一张耀眼名
片。

“我们公司1997年由4个
年轻人以12.5万元资本起家，
刚起步时，就面临着假冒伪劣
产品的侵权。”黎娜说道，在阀
门行业，“纽威”其实就意味着
“苏州纽威”，可近年来，南京

纽威、广州纽威等参差不齐的
供应商在网络上打着相同旗
号混淆市场。

2019年 11月 7日，江苏
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关于
知识产权犯罪的量刑指引
（试行）的说明》，“这意味着
今后，知识产权犯罪的违法
成本将显著提高。”据区法院
民三庭副庭长万玉明介绍，
2019年也恰逢区法院获得知
产案件管辖权十周年。十年
间共审理各类知产案件 1600
余件，留下了被中外媒体誉
为“中国打击软件网络盗版
行为第一案”的“番茄花园”
软件盗版案等经典案例。其
中，苏州纽威“被蹭名”维权
成功，也入选该院知产保护
十大经典案例。

在一起劳动争议纠纷案
中，周律师作为资方代理人参
与诉讼，“专业、高效”是他对
区法院做出的高分评价。

他代理的天准科技是一
家高精尖企业，刚刚登陆科创
板。“一名签署过竞业限制协
议的技术管理层员工，被外地
一家竞争企业挖走。”周律师
说，该员工离职时隐瞒实情，
公司还按约支付了其竞业限
制补偿金，事后知情报警，并
提起劳动仲裁，结果该员工不
服仲裁结果，把公司诉至法
院。在周律师看来，有关竞业
限制的纠纷虽然最近几年多
发，但还是属于比较新颖的类
型，“高新区法院效率真高。”

接手该案的区法院民一
庭副庭长游进国可谓这方面
的“专家”。就在今年，一起由
他承办的竞业限制案件被评
为江苏省 2016-2018年度劳
动争议十大典型案例。“本案
中原告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双
方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最终
判决原告支付被告违约金 35
万元，同时退还补偿金 5 万
元。”

上述案件是区法院今年
至今审理的 17988起案件中
的几起。在去年“苏州市法治
建设满意度”调查中，该院执
法办案和服务满意度得分全
市第一。

司法裁判引领
促进企业内部管理

“作为在苏州投资的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总经理、一名长期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法律的神圣与威严。”近日，苏州高新区

（虎丘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区法院”）收到了一封感谢信，落款处一笔一划签有“小村寿郎”中文字样，颇显郑重。同样是日资企业，亚克洛斯贸易

（上海）公司的高管最近也给区法院送来锦旗，致谢之余，他还捎来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经过这次事情，总部已经考虑要来苏州高新区投资项目。”

伴随着经济增速换挡和产业驱动升级，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措施成效显著。近年来，地处苏州经济增长高地的区法院在优化营商环境中找准

司法着力点，做深做细做实各项服务工作的同时，牢牢把握时代脉搏，将保障服务企业健康发展的成效，作为检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

果的一个重要抓手，特别是针对企业日常经营和法律诉讼过程中遇到的痛点、堵点、难点，奔着问题去，迎着难题上，服务保障高新区“三提两进一前

列”，为高新之上再创新高贡献了司法智慧，彰显了司法担当。

“原本以为这笔债务肯定得打
水漂了，没想到最后在高新区法院
的努力下，使本没有希望的债权全
额实现。”2019年 8月，一起执行案
件的申请人亚克洛斯商贸（上海）有
限公司的高管特地送来锦旗。作为
日本“菱三商事株式会社”在上海的
独资公司，他对承办法官表示，“鉴
于苏州高新区良好的司法环境，总
公司准备来这里投资项目。”

这起案件中的“段某”，是两家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了规避法院
执行，他可谓费尽心机。2017年 10
月，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中给付
400余万款项的义务，某公司成为被
执行人，段某正是其法定代表人。
“进入执行程序后，我们实地到公司
查看，发现已经改头换面，段某的名
字也从股东名单里消失。”面对这种
情况，当时负责该案的区法院审判
委员会专职委员张新阶并未就此放
弃。

“经走访周围群众，梳理案件证
据，我们了解到他本人长期不在苏
州，躲在深圳遥控指挥。而且他在
深圳也开设了两个与苏州模式相同
的公司，一个欠债后关闭，又开一个
名义上与前公司没有任何联系的公
司继续经营。”据介绍，段某对法院
执行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曾经由申

请执行人作为新客户邀约其谈生
意，但因突发状况没能抓获。

就这样，执行一直无法推进，
“但我们对此案的关注从未止步。”
张新阶表示，到2019年年中，段某另
设公司经营企图以“换马甲”招数规
避执行的证据已坐实，此时恰逢苏
州中院在全市开展反规避执行专项
行动，区法院执行局将该案列为专
项行动目标之一，“当时曾计划至深
圳实施抓捕，没想到就在他偶尔来
苏州期间，我们通过公安监控发现
并成功将其抓获。”

被依法拘留后，段某又摆出一
副拒不承认的姿态。“我们把掌握的
证据一一向其呈现，并告知其已经
涉嫌构成拒执罪，有可能面临牢狱
之灾，经过两个小时激烈的思想斗
争，他最终低下了头。”张新阶表示，
虽然因为他最终履行了全部义务，
而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法院还是
对其进行了10万元顶格罚款。

法院用好用足执行措施，切实
增强执行威慑，在专项行动中顺利
执结一批难案、大案，不仅彰显了打
击规避执行的必胜信心、知难而进
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为苏州高新区
营造了良好的司法环境，提升了区
域投资环境的软实力。

解决执行难题，区法院不光有

雷霆手段，还有春风化雨。某厂是
一家在汽车领域拥有一定先进技术
和实力的企业，因投资过快导致资
金链断裂，拖欠职工工资，今年 7月
份进入执行程序。“案件涉及 200多
名员工，金额超过 200万元，事态非
常严峻，职工的情绪很不稳定。”区
法院执行局负责人徐文杰回忆起当
时的场景，“简单查封机器、拍卖厂
房和设备无异于杀鸡取卵，公司倒
了，这笔钱还是拿不出，所以我们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释法析理安抚
职工情绪，积极组织双方进行沟通
调解。”执行手段上，先是采取强制
措施，查封一部分机器设备，倒逼
企业积极筹措资金，拿出解决方
案，在前期款项到账后，很快解除
查封，让企业恢复生产，保证工人
后期工资按期到位。

在徐文杰看来，执行过程中，
“放水养鱼”也是一项重要原则，特
别是对仍有发展前景的困难企业，
应慎用查封、扣押等措施，积极调
解，以分期执行、执行和解等方式，
帮助企业解决面临的困难。

截至目前，通过分期还款、以车
抵债等方式，劳资双方已达成一揽
子解决方案，所有员工的欠薪全部
清结。一起群体性纠纷得以化解的
同时，公司也逐步恢复生产。

打击规避执行 净化区域诚信环境

“目前，我们民营企业在法律方
面的痛点与难点主要就在于知识产
权。”莱克电气董事兼副总经理王平
平直言，“通过法院定期发布有典型
意义的案例，确实能帮助我们提前
预警并分析在核心技术保护、生产
经营、用工管理、合同签订等层面亟
待解决的法律问题。”

2019年 8月底，区法院以辖区
具有代表性的民营企业莱克电气公
司为第一站，启动了“1+X涉法风控
典型案例发布平台”活动。

“为什么选择在企业里举办法
院的新闻发布会？”张新阶开门见山
说道，今年以来，因国内经济增速放
缓、结构调整等原因，民营企业发展
受到一定影响。“如何抗击风浪、控
制好经营风险，成为企业发展的重
中之重。”他还特别强调了法院的中
立性，说明法院来到企业召开新闻
发布会并不是法院与企业“结盟”。

据介绍，“1+X涉法风控典型案

例发布平台”，旨在法院常态化向区
内企业定期发布典型案例、回应企业
司法需求、跟进司法服务。其中，“1”
指案例常态化发布，“X”指该平台每
次发布以不同的企业为站点。一方
面，通过发布典型案例，以预警的方
式提高企业防范经营风险的前瞻性；
另一方面，法院及时关注民营企业发
展中法律方面遇到的新情况，提供针
对性司法建议，解决真问题，将矛盾
化解于源头，减少纠纷成讼。

“以前管企业可能一门心思都
用在了做研发、抓生产、搞销售，法
院建立这一平台，让我们这些企业
家意识到创新成果必须要通过有效
合法手段保护起来，不然再好的成
果，反而可能成为他人的嫁衣。”企
业家们纷纷表示收获颇丰的同时，
也对即将于近期开展的第二季活动
充满期待。

水美则鱼肥，土沃而稻香。今
年以来，区法院在优化营商环境方

面亮点频出：制定出台《关于服务和
保障高新区“项目突破年”、走在高
质量发展最前列的实施意见》；主动
融入“退二优二”重点工作，与各板
块对接，推荐优质区内企业参拍破
产工业资产，使闲置生产要素换发
新的活力。就在刚刚过去的“双十
一”购物节期间，区法院以 10568.87
万元的成交额位列全国法院第 15
名，高居江苏省第三、苏州市第一。
其中一处企业破产财产，最终以
7666万元的价格成交，拿下“最高成
交价”。

良好的法治环境是企业充分施
展拳脚、专心谋发展的重要基础。
年末冲刺，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金
玉平要求全院干警上下同心、坚定
信念再出发。“以‘等不及’的紧迫感
对标找差；以‘坐不住’的责任感刷
新业绩；以‘慢不得’的危机感培育
亮点，为高质量发展凝聚起高质量
司法的磅礴力量。”金玉平说。

创新服务载体 强化纠纷源头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