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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11

年
6

月
20

日（总第
5002

期）

申请人北京诺冉瑞通科技有限公司因丧失转账支票一张，

于
2011

年
6

月
14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现
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丧失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31

日，票据记
载：票面号码为

00675327

，金额为
7774

元，出票人为北京易达
空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瑞龙腾翔润滑油有限公司因丧失转账支票一
张，于

2011

年
6

月
14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丧失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13

日，票据
记载：票面号码为

09675776

，金额为
72

万元，出票人为北京石
科院润滑油研究所。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达嘉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因申请公示

催告，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 号码为
10403130-01243731

， 票面金额为
90,000

元
,

付款人帐号为
049400-8350-10226208091001

。 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益泰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因本票丢失， 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

号码
600274

，金额
3

万，出票人为申请人，收款人为金杏花，付
款行为农行上海南桥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12

月
22

日。 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益泰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因本票丢失，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

载：号码
600305

，金额
2

万，出票人为申请人，收款人为金杏花，

付款行为农行上海南桥支行， 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12

月
22

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益泰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因本票丢失，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
载：号码

600275

，金额
3

万，出票人为申请人，收款人为陈火星，

付款行为农行上海南桥支行， 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12

月
22

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益泰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因本票丢失，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
载：号码

600304

，金额
2

万，出票人为申请人，收款人为陈火星，

付款行为农行上海南桥支行， 出票日期为
2010

年
12

月
22

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德斯拜思机电控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因不慎遗

失由其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12

日申请的、收款人长春一汽国际
招标中心，付款行中国银行上海市九江路支行，号码

0015004

、

票面金额人民币
3

万元的银行汇票，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昊力涂塑钢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由其于
2011

年
4

月
2

日申请的、收款人浙江省火电建设公司三门核电工程
项目经理部，付款行中信银行上海黄浦支行，号码

20003001

、票
面金额人民币

10

万元的银行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南翔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因银行本票遗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
记载：号码

20017047

，出票日
2011

年
5

月
3

日，金额
80

万元，

出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农行上海南翔支行，收款人为上海
安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南翔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因银行本票遗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
记载：号码

20017046

，出票日
2011

年
5

月
3

日，金额
80

万元，

出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农行上海南翔支行，收款人为上海
新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南翔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因银行本票遗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
记载：号码

20017050

，出票日
2011

年
5

月
3

日，金额
80

万元，

出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农行上海南翔支行，收款人为上海
新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南省景华医药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
票据记载： 票号

30800053-92128344

， 金额
646288.39

元， 出
票人为国药控股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新乡市维康医
药有限责任公司， 付款行招商银行郑州经三路支行， 出票日
期

2011

年
5

月
25

日， 到期日
2011

年
11

月
25

日。 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
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
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黄瑞云因其持有的郑州银行股权

10000

股，号码为
0000855

的股权证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
股权证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股权证权利的行为无效。

[

河南
]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都江堰华力金属结构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洛阳银

行
31300052 20708364

丢失，票面金额
5

万元，出票人为河南
恒丰钢缆有限公司，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河南
]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奇想青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银行承

兑汇票丢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
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

DB/01 06479085

，票面金额
20

万元，出
票行为中国银行焦作分行营业部，行号

104501062847

，出票日
期

2011

年
2

月
23

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河南
]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丽水市华邦商贸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不慎遗失，号码为
1030005220668549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200000

元，出票人为湖南省和兴医药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长沙

双鹤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4

月
28

日，到期
日期为

2011

年
10

月
27

日， 付款银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邵阳市分行。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
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湖南
]

邵阳市大祥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丹阳市腾龙化工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 出票人为金湖县益群建材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淮安市巨
光贸易有限公司， 最后被背书人、 持票人均为丹阳市腾龙化
工有限公司， 出票行为常熟农村商业银行， 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4

月
8

日， 票面金额为
50000

元， 票据号码为
3140005120187197

，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

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提出
申报。 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江苏
]

常熟市人民法院

大连东信物资购销公司、 王炳利： 本院受理原告曲长亮
与大连东信物资购销公司、 王炳利损害赔偿纠纷一案， 已审
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 西民初字第
277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
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辽宁
]

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大连高山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刘志强

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

2011

） 西民初字第
508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 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

辽宁
]

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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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生效法律文书
确认的债权，提高执行效率，强化执行效
果，维护司法权威，现就依法制裁规避执行
行为提出以下意见：

一、强化财产报告和财产调查，多渠道
查明被执行人财产

1.

严格落实财产报告制度。 对于被执
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
务的，执行法院应当要求被执行人限期如
实报告财产，并告知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
告的法律后果。 对于被执行人暂时无财产
可供执行的，可以要求被执行人定期报告。

2.

强化申请执行人提供财产线索的责
任。 各地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

要求申请执行人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状
况或者财产线索，并告知不能提供的风险。

各地法院也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探索
尝试以调查令、委托调查函等方式赋予代
理律师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财产调查权。

3.

加强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财产的力
度。 各地法院要充分发挥执行联动机制的
作用，完善与金融、房地产管理、国土资源、

车辆管理、工商管理等各有关单位的财产
查控网络，细化协助配合措施，进一步拓宽
财产调查渠道，简化财产调查手续，提高财
产调查效率。

4.

适当运用审计方法调查被执行人财
产。 被执行人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且有转移隐匿处分财产、投资开设分支
机构、入股其他企业或者抽逃注册资金等
情形的，执行法院可以根据申请执行人的
申请委托中介机构对被执行人进行审计。

审计费用由申请执行人垫付，被执行人确
有转移隐匿处分财产等情形的，实际执行
到位后由被执行人承担。

5.

建立财产举报机制。 执行法院可以
依据申请执行人的悬赏执行申请，向社会
发布举报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的悬赏公告。

举报人提供的财产线索经查证属实并实
际执行到位的，可按申请执行人承诺的标
准或者比例奖励举报人。 奖励资金由申请
执行人承担。

二、强化财产保全措施，加大对保全财
产和担保财产的执行力度

6.

加大对当事人的风险提示。 各地法
院在立案和审判阶段，要通过法律释明向
当事人提示诉讼和执行风险，强化当事人
的风险防范意识，引导债权人及时申请财
产保全，有效防止债务人在执行程序开始
前转移财产。

7.

加大财产保全力度。 各地法院要加
强立案、审判和执行环节在财产保全方面
的协调配合，加大依法进行财产保全的力
度，强化审判与执行在财产保全方面的衔
接，降低债务人或者被执行人隐匿、转移财
产的风险。

8.

对保全财产和担保财产及时采取执
行措施。 进入执行程序后，各地法院要加
大对保全财产和担保财产的执行力度，对
当事人、担保人或者第三人提出的异议要
及时进行审查，审查期间应当依法对相应
财产采取控制性措施，驳回异议后应当加
大对相应财产的执行力度。

三、依法防止恶意诉讼，保障民事审判
和执行活动有序进行

9.

严格执行关于案外人异议之诉的管
辖规定。 在执行阶段，案外人对人民法院
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提起异议之诉
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零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十八条的规定，由执行法院受理。

案外人违反上述管辖规定，向执行法院
之外的其他法院起诉，其他法院已经受理尚
未作出裁判的，应当中止审理或者撤销案件，

并告知案外人向作出查封、扣押、冻结裁定的
执行法院起诉。

10.

加强对破产案件的监督。执行法院发
现被执行人有虚假破产情形的，应当及时向
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执行人
认为被执行人利用破产逃债的，可以向受理
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或者其上级人民法院提
出异议，受理异议的法院应当依法进行监督。

11.

对于当事人恶意诉讼取得的生效裁
判应当依法再审。案外人违反上述管辖规定，

向执行法院之外的其他法院起诉，并取得生
效裁判文书将已被执行法院查封、扣押、冻结
的财产确权或者分割给案外人，或者第三人
与被执行人虚构事实取得人民法院生效裁判
文书申请参与分配，执行法院认为该生效裁
判文书系恶意串通规避执行损害执行债权人
利益的，可以向作出该裁判文书的人民法院
或者其上级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建议，有关法
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
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决定再审。

四、完善对被执行人享有债权的保全和
执行措施，运用代位权、撤销权诉讼制裁规避
执行行为

12.

依法执行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
被执行人的债权。 对于被执行人已经生效法
律文书确认的债权，执行法院可以书面通知
被执行人在限期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
请执行该生效法律文书。 限期届满被执行人
仍怠于申请执行的，执行法院可以依法强制
执行该到期债权。

被执行人已经申请执行的，执行法院可
以请求执行该债权的人民法院协助扣留相应
的执行款物。

13.

依法保全被执行人的未到期债权。对
被执行人的未到期债权，执行法院可以依法
冻结，待债权到期后参照到期债权予以执行。

第三人仅以该债务未到期为由提出异议的，

不影响对该债权的保全。

14.

引导申请执行人依法诉讼。被执行人
怠于行使债权对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害的，执
行法院可以告知申请执行人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向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提起代位权诉讼。

被执行人放弃债权、无偿转让财产或者
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申请执行

人造成损害的，执行法院可以告知申请执行
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
条的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撤销
权诉讼。

五、充分运用民事和刑事制裁手段，依法
加强对规避执行行为的刑事处罚力度

15.

对规避执行行为加大民事强制措施
的适用。 被执行人既不履行义务又拒绝报告
财产或者进行虚假报告、拒绝交出或者提供
虚假财务会计凭证、协助执行义务人拒不协
助执行或者妨碍执行、到期债务第三人提出
异议后又擅自向被执行人清偿等，给申请执
行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对相关责任人予
以罚款、拘留。

16.

对构成犯罪的规避执行行为加大刑
事制裁力度。被执行人隐匿财产、虚构债务或
者以其他方法隐藏、转移、处分可供执行的财
产，拒不交出或者隐匿、销毁、制作虚假财务
会计凭证或资产负债表等相关资料，以虚假
诉讼或者仲裁手段转移财产、虚构优先债权
或者申请参与分配，中介机构提供虚假证明
文件或者提供的文件有重大失实，被执行人、

担保人、协助义务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或者拒不协助执行等，损害申请执行人或其
他债权人利益，依照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

应当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17.

加强与公安、检察机关的沟通协调。

各地法院应当加强与公安、 检察机关的协
调配合，建立快捷、便利、高效的协作机制，

细化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和妨害公务罪的
适用条件。

18.

充分调查取证。各地法院在执行案件
过程中，在行为人存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或
者妨害公务行为的情况下，应当注意收集证
据。认为构成犯罪的，应当及时将案件及相关

证据材料移送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立
案查处。

19.

抓紧依法审理。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或者妨害公务案件，人
民法院应当抓紧审理，依法审判，快速结案，

加大判后宣传力度，充分发挥刑罚手段的威
慑力。

六、依法采取多种措施，有效防范规避执
行行为

20.

依法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或者告知
申请执行人另行起诉。 有充分证据证明被执
行人通过离婚析产、不依法清算、改制重组、

关联交易、财产混同等方式恶意转移财产规
避执行的，执行法院可以通过依法变更追加
被执行人或者告知申请执行人通过诉讼程序
追回被转移的财产。

21.

建立健全征信体系。各地法院应当逐
步建立健全与相关部门资源共享的信用平
台，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个人和企业信用
信息数据库，将被执行人不履行债务的相关
信息录入信用平台或者信息数据库，充分运
用其形成的威慑力制裁规避执行行为。

22.

加大宣传力度。各地法院应当充分运
用新闻媒体曝光、公开执行等手段，将被执行
人因规避执行被制裁或者处罚的典型案例在
新闻媒体上予以公布，以维护法律权威，提升
公众自觉履行义务的法律意识。

23.

充分运用限制高消费手段。各地法院
应当充分运用限制高消费手段，逐步构建与
有关单位的协作平台，明确有关单位的监督
责任，细化协作方式，完善协助程序。

24.

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作查找被执行
人。 对于因逃避执行而长期下落不明或者变
更经营场所的被执行人，各地法院应当积极
与公安机关协调，加大查找被执行人的力度。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出台了《关于依
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为帮助广大办案人员和社
会公众正确理解《意见》的精神和内容，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人就相关问题
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问：最高人民法院为什么要出台《意
见》？

答：规避执行是目前人民法院执行工
作遇到的难题之一。 被执行人运用各种手
段规避执行的情况日益严重，在某些地方
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甚至有愈演愈烈
之势。规避执行行为的存在，导致执行程
序无法有序进行， 执行工作难以正常开
展，申请执行人的债权被延缓、缩水或根
本无法实现。 为了对规避执行行为采取
有效的反制措施， 遏制和扭转规避执行
行为造成的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 最大
限度地实现胜诉债权， 维护法律尊严和
司法权威，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促进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最高人
民法院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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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全国法院系统开
展反规避专项活动， 力争使本次活动成
为今年人民法院整体工作的一个亮点。

作为反规避专项活动的主要规范性文
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意见》，希望能
够指导全国法院有效制裁规避执行行为，

并营造全社会支持人民法院治理规避执
行行为的良好氛围。

问：《意见》 对反规避专项活动有何
指导意义？

答：开展反规避专项活动，旨在通过
制定规范性文件、落实相关司法解释、建
立相关配套措施， 以被执行人财产申报
制度和财产调查制度的完善为着力点，

以追查被执行人财产为手段， 以严厉打
击拒执罪犯罪活动为国家强制力后盾，

力求最大限度地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
权益，改善执行环境，建立长效机制，增
加规避执行行为的违法成本， 在全社会
形成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良好氛
围，推动执行工作长远健康发展。

《意见》 作为反规避专项活动的主要
规范性文件，从如何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
为的角度，对现行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实体

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梳理，结合实务
中已经取得成功经验的做法，对下级法院
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对症提出解决方案，

同时注重执行与审判的关系，力求协调二
者在反规避执行中的不同作用，在人民法
院内部形成反规避执行的合力。 在人民法
院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外部关系上，注重发
挥联动机制的作用，强调与相关部门的协
作配合，引导各地法院逐步建立或完善相
关机制，将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的可能降到
最低。《意见》的及时出台和发布，对于指导
全国各级法院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问： 人民法院如何查找被执行人的
财产以及加大对被执行人财产的保全和
执行措施？

答：被执行人难找和执行财产难寻是
困扰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两个难点，被执
行人往往利用这两方面设置障碍、规避执
行。关于如何查找被执行人的财产，《意见》

强化多渠道查明被执行人财产，即将被执
行人报告、申请执行人提供线索和人民法
院依职权调查三种方式相结合。 同时，增
加了执行实践中已取得成功经验的审计
执行和悬赏举报作为补充。 被执行人的财
产报告义务是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
条规定的内容，《意见》强调了执行法院要
严格落实财产报告制度，同时明确了无财
产可供执行的被执行人应定期报告的原
则，避免被执行人以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
不进行财产报告。 申请执行人提供财产线
索也是查找被执行人财产的渠道之一，对
于迅速准确地查控被执行人财产、缓解人
民法院案多人少的压力都有积极的作用，

《意见》 吸收了实践中取得成功经验的做

法，各地法院可以探索尝试以财产调查令或
委托调查函等赋予代理律师法律规定范围内
的财产调查权。 关于人民法院依职权进行财
产调查问题，《意见》 明确要求各地法院要充
分发挥联动机制的作用，与各有关单位进一
步完善查控网络，拓宽调查渠道，简化调查手
续，提高调查效率。

关于审计执行和悬赏举报， 是作为上
述三种调查手段的补充， 这两种方式对于
制裁被执行人以转移隐匿财产等方式规避
执行效果很好。 对于这两种调查方法的启
动，《意见》 明确了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
启动的原则， 但审计费用和举报奖励资金
的承担原则不同。 审计费用由申请执行人
垫付、实际执行到位后由被执行人承担，是
因为发生审计的前提是被执行人既不履行
义务又有转移隐匿处分财产的情形， 造成
被执行人名下无可供执行财产的假象，被
执行人有明显过错； 而悬赏举报奖励资金
因其性质不同则规定由申请执行人承担。

被执行人规避执行往往是将可供执行
财产转移或隐匿， 造成无财产可供执行的
假象， 所以在纠纷发生后必须强调对债务
人可供执行财产的保全， 防止其在执行程
序开始前转移财产。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
容，即加大对当事人的风险提示、加大财产
保全力度和强化对担保财产的执行措施，

目的是强调人民法院在立案、 审判和执行
的各个环节都要强化当事人的风险防范意
识，加大财产保全力度，注重协调配合，做
好手续衔接， 降低债务人或者被执行人转
移隐匿财产的风险。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
法院要依法加大对保全财产和担保财产的
执行力度。

被执行人享有的债权也属于其责任财

产范围，可以依法执行或保全。《意见》规定了
三种情况：一是对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债权的
执行，即执行法院可以书面通知被执行人在
限期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生
效法律文书，若限期届满被执行人仍怠于申
请执行，则执行法院可以强制执行该到期债
权。二是可以依法保全未到期债权，但必须待
该债权到期后才能参照到期债权予以执行。

三是必须进行诉讼的情形，即根据合同法第
七十三、七十四条的规定，应当提起代位权诉
讼、撤销权诉讼的，执行法院可以告知申请执
行人依法起诉。

问：人民法院如何防范以恶意诉讼手段
规避执行的行为？

答：恶意诉讼是目前执行实践中存在的
规避执行行为之一，虽然所占比例不大，但性
质恶劣、后果严重、影响极坏，其损害的不仅
是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更是审判和执行
的公正和有序，如果不对恶意诉讼问题依法
进行制裁， 将对司法权威造成极大的危害。

《意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规定：

一是强调要严格执行案外人异议之诉
的管辖问题。民事诉讼法修改后，赋予案外人
就执行标的主张实体权利时可提起异议之诉
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
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明确规
定，案外人异议之诉由执行法院管辖。 但是，

在执行实践中，屡屡出现被执行人与案外人
恶意串通，在执行法院之外的其他法院就执
行标的提起确权诉讼， 且多是通过调解结
案， 达到通过生效裁判文书将执行标的确
权给案外人、损害申请执行人利益的目的。

《意见》从人民法院查封标的物入手，重申
了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 同时明确了其
他法院已经受理尚未作出裁判的， 应当中

止审理或撤销案件，并告知案外人向执行法
院起诉。 一方面力争在案外人权益和申请执
行人权益的保护之间达到平衡，另一方面也
能引导债权人积极申请财产保全，有效防止
恶意诉讼规避执行的行为。

二是加强对破产案件的监督。 由于目前
我国尚未建立强制破产制度，故《意见》从现
行法律规定出发，对于被执行人通过虚假破
产逃避执行的，执行法院或申请执行人均可
以向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执
行人还可以向其上级法院提出申诉，有关法
院应当依法进行监督。

三是明确对恶意诉讼取得的生效裁判应
当再审。通过恶意诉讼规避执行的情形一般
有两种，一是被执行人与案外人恶意串通，

将执行标的确权或分割给案外人； 二是被
执行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虚构事实，取得
生效裁判文书后由第三人申请参与分配，

导致申请执行人的合法债权被稀释、 缩水
或者根本无法执行。 对此，《意见》 明确规
定，执行法院可以向作出该裁判文书的人民
法院或其上级法院提出书面建议，有关法院
应当依法决定再审。

问：如何加强对规避执行行为的处罚力
度？

答：规避执行现象的存在是多方面原因
造成的，法律责任追究的力度不够也是原因
之一。现行法律和有关立法、司法解释既规定
了民事制裁措施，又规定了刑事处罚措施。如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了对拒绝
报告或虚假报告的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理
人、 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可
以罚款、 拘留；《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
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对于被执行人、担
保人、协助执行人或者其他人存在隐藏转移
变卖毁损可供执行财产、拒不协助执行或者
抗拒执行等情形的，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执行实践中，有的法院认为民事处罚手
段的力度不够、效果不好而不愿适用；同时，

某些规避执行的手段较为隐蔽，证据难以收
集，且追究程序复杂，导致刑事处罚措施的适
用难度较大，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威慑作用。对
此，《意见》 首先强调要加大民事强制措施的
适用，其次明确了对构成犯罪的规避执行行
为要加大刑事制裁力度，最后强调了人民法
院与公安、检察机关的沟通和协调，要探索建
立快捷、便利、高效的协作配合机制，细化拒
执罪和妨害公务罪的适用条件。同时，人民法
院还要注意加强证据的收集，为公安和检察
机关查处做好前期的证据收集工作。 对于检
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拒不执行和妨害公务案
件，人民法院要抓紧审理，快速结案，加大判
后宣传力度，充分发挥刑罚手段对规避执行
行为的制裁力度。

问：制裁规避行为为何要强调人民法院
与各协作单位的协调配合？

答： 规避执行现象的存在是多因一果，

要杜绝规避执行行为、削弱其不利影响，光靠
人民法院一家是不行的，必须多措并举、综合
治理。一方面要在人民法院内部，充分运用各
种方法防范和制裁规避执行行为，另一方面
在外部要依靠执行联动机制和执行威慑机制
的建立，加强与各协作单位的沟通配合，努力
营造全社会支持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有效预
防和抵制规避执行现象的良好氛围。

各地法院要更加注重征信体系的建
立， 充分利用威慑机制防范规避执行行为
的发生。

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出台了关于限制被
执行人高消费的司法解释，但有的地方在实
践中未能很好地运用，效果不明显。各地法院
要积极研究和探索，加强与有关单位的协调
配合，充分运用限制高消费手段制裁规避执
行行为。

解决规避执行问题是长期而艰巨的任
务，不能一蹴而就。 《意见》的内容还不够完
善，但其是开放性的，鼓励各地法院在实践中
不断探索和创新。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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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遏制和扭转规避执行行为造成的恶劣影响

最大限度地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人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张先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