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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五举措构建反规避执行长效机制

本报记者余建华本报通讯员方璐

2011

年， 杭州市两级法院以开展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为契机， 加大执行力度、 强化执行措施、 谋求机制创新， 共受理各类执行案件
45712

件， 执结
41822

件， 列入反规避活动清理范围的
1644

件重点案件， 已执结
1460

件， 执结率为
88.8%

。 活动期间推出的五项举措， 有力地构建起反规避执行长效机
制， 推动杭州法院执行工作长足发展。

参与联审敦促履行，破解特殊主体案件执行难

2011

年
6

月， 赵某将其所有的住房转让给
陈某， 并办理了过户手续， 但赵某的父母赵才洪
夫妇却不肯腾房， 导致受让人陈某无法入住。

2011

年
9

月， 桐庐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

责令赵才洪夫妇限期腾退并返还房屋给陈某。 但
赵才洪夫妇坚持“其夫妇俩在购买涉案房屋时也
出过钱”， 拒不履行生效判决。 执行过程中， 法
院发出责令履行指定行为通知书， 并多次向被执
行人释法析理， 详细说明我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
和判决理由， 但被执行人仍固执己见， 拒不执

行。 为妥善执结此案， 减少类似纠纷的发生， 桐
庐法院联系桐庐电视台， 通过热线栏目， 介绍了
陈某从买房到诉讼再到申请执行的全过程， 让广
大市民来评判。 节目的播出引起广泛关注， 社会
舆论纷纷谴责赵才洪夫妇的行为。 最终， 被执行
人慑于舆论压力， 悄悄地腾退了房屋。

全市法院积极运用好媒体平台， 在对被执行

人加强曝光、 形成威慑的同时， 起到了警示教育的
示范作用； 在邀请媒体参与执行、 宣传执行工作以
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的同时， 实现媒体执法监督， 促
进阳光司法和阳光执行。

2011

年， 杭州市两级法院通过新闻媒体宣传
报道执行工作

150

次， 营造出良好的舆论氛围。 杭
州中院以开展反规避执行活动、 打击拒执犯罪为主

题召开两次大型新闻发布会， 举办反规避执行、 打
击拒执犯罪成果展览， 并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参加， 监督执行； 拱墅区人民法院与“浙江法治在
线” 合作建立执行专栏； 余杭法院在城乡导报上开
辟“我的执行笔记” 专栏； 萧山法院在萧山网开辟
专题栏目； 富阳法院与浙江省高院、 浙江法制报联
合举办“富阳杯” 《执行局里那些事———来自反规
避执行第一线》 征文活动， 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
响； 桐庐法院在当地报纸、 电视台设置曝光栏目，

共曝光
515

名被执行人。

近年来，我市法院在破解“执行难”的
过程中，始终坚持综合治理，通过执行征信
体系、执行查控体系、执行惩戒体系、执行
监督体系和执行保障体系五大体系建设，

营造“当事人自动履行为主、法院强制执行
为辅”的执行局面。 近年来，杭州法院相继
开展了“执行夏季风暴”集中执行活动，向
公安移送了一批涉嫌拒执刑事案件， 有力
打击了拒不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的犯罪行
为；开展了“冬日暖阳”集中执行民工欠薪
案件专项活动， 优先执行拖欠民工工资案
件，对有能力履行而逃避执行、拒不履行的
欠薪案件，强化冻结、扣押、拍卖、变卖、搜
查等强制措施，情节严重的予以拘留、罚款
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保证了民工按时足额
领取工资；强化执行联动机制建设，通过与
相关部门的密切协作， 提高了执行征信和
执行查控效果， 案件执结率和实际到位率
进一步提高。

但是，当前部分被执行人抗拒、逃避、规
避执行现象依然严重， 方式方法日趋隐蔽和
复杂，自动履行率过低，大量的案件进入执行
程序，有限的司法资源难以承受。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和省高院的意见精神， 杭州法院开展
了为期一年的“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 我们
把反制规避执行作为现阶段执行工作的首要
任务， 通过分析研究被执行人反规避的手段
和形式，有针对性地制定对策，加以反制，加
大当事人逃避执行、规避执行、抗拒执行的成
本，促使其自动履行义务，从而形成大量案件
当事人自动履行的局面， 完善我市综合治
理“执行难”的工作格局。

活动过程中， 全市两级法院重点开展
了三项具体治理活动： 一是专项治理抗拒
执行行为。对各种抗拒执行的行为，开展集
中惩戒，进一步加大拒执犯罪的打击力度。

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检察机关的协作，大幅
度提高移送被执行人至公安机关追究刑事
责任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 对拒不执行
法院判决裁定的行为从严处理。 二是专项
治理逃避执行行为。 对长期外逃躲避执行
的被执行人， 由各地法院交公安机关协助
查控一批； 重大案件交公安厅查控或督办
一批。提高对被执行人查找和控制的效果。

制定、落实悬赏举报制度，对举报被执行财
产和被执行人下落的， 根据悬赏举报制度
和执行实际效果给予奖励和报酬， 压缩被
执行人逃避执行的空间。 三是专项治理规
避执行。 对利用虚假诉讼、公司制度等规避
执行的，抓住典型，严肃查处，予以曝光。 对
利用公司法人制度规避执行的，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的意见精神， 强制公司法人代表到
庭；对隐瞒、漏报、拒不报告财产和高消费
的被执行人，适用司法拘留强制措施。让被
执行人为规避执行行为付出更大的代价。

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的开展，是执行工
作从粗放式向精细化的重大转变， 是执行工
作重点从战略性向战术性的重大转变。 通过
专项活动的开展， 我们切实改变了当前大量
被执行人规避执行， 严重影响执行秩序和效
果的现状。在反制过程中，我们力求最大限度
地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树立司法权
威，维护法律尊严，改善执行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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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执行工作

长远健康发展

深夜， 富阳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灯火通明， 全
体执行干警正集中加班审查村两委候选人有无涉
及执行案件。 审查人员发现因规避执行而离开本
地、 下落不明的被执行人韩某竟在候选人名单之
列， 于是立即拨通了其电话对其进行告诫。 韩某
此时远在外地， 生怕其候选人资格受影响， 承诺
立即以银行转账形式将案款汇入法院执行账户，

但银行支票转账需要三天时间， 而核查信息必须
在次日中午前反馈到换届办。 次日上午， 韩某委
托其朋友江某风尘仆仆地扛着百万现金赶至法
院， 当即履行了全部还款义务。

为破解涉村级组织及其成员的执行难问题，

2011

年， 杭州市两级法院以参与村两委候选人资
格联审为契机， 积极争取党委支持， 加强与组织、

民政等部门的沟通协调， 合力敦促未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的候选人及时履行义务。 全市法院共参与审查
村两委候选人

30423

人， 排查出
152

人涉及执行案
件

204

件， 涉案标的额
3497.11

万元； 敦促
108

名
候选人主动履行了义务， 履行标的额

1611.23

万
元， 有力地推动了破解执行难， 提升了法制教育效
果， 为换届选举营造了依法、 规范、 诚信的环境，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今年大年初五晚上
7

时
30

分，滨江区人民法院
执行法官陈建军正在家中和亲人一起吃饭， 突然
接到萧山机场安检部门的电话：“你院被限制高消
费的老赖吴某正准备坐飞机到三亚， 刚才过安检
的时候被我们查出， 我们已经取消了他的登机
牌。”陈建军立马放下手中的碗筷，一边赶往机场，

一边向院领导汇报情况，并打电话联系其他干警火速
前往并将其带回法院。 吴某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被执
行人，欠款金额达

540

万元，从未露面、分文未付，当被

问及为什么一直不配合法院处理案件时，其表示没有
钱，最多能拿出

10

万元，远远达不到履行案件款项的
要求；但执行人员从其身上搜到近

5

万元现金，

SONY

笔记本电脑一台，苹果手机两部，三星手机一部，以
及
7

张银行卡，

4

张会员卡。 最后，滨江法院决定对吴
某进行为期

15

天的司法拘留。

为推进限制高消费制度， 杭州中院与萧山国际
机场下发《关于加强执行协助工作的会议纪要》，法
院将需协查的被执行人名单和身份证号码通报给萧
山国际机场，进入安检系统备案，限制其乘机；与市
建委下发《关于加强执行协助工作的联合通知》，限
制被执行人招投标。

2011

年，全市法院共向萧山国际机场报备
107

名
“限高”对象，通过机场成功拦下

31

人，司法拘留
12

人，起到了“限制一个，震慑一片”的作用，有多名被
执行人主动到法院履行义务；余杭法院积极探索“预
限高”制度，对部分经营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发出限
制高消费预通知，避免如直接发出“限高”通知后可
能带来的不良反应。此外，全市法院还向建委报送了
22

名限制招投标对象， 大多数被执行人在限制招投
标的预告知环节即自动履行义务。

机场建委合力“限高”，逃避执行无处可逃

“当事人难寻”一直困扰着法院执行工作。 而
时下流行的网上购物往往会留下买家的真实信
息，为此，西湖区人民法院执行员陈晓大胆尝试，

成功利用网购线索查找到被执行人杨某。杨某长
时间下落不明。 考虑到杨某是

80

后，可能有网
购经历。 而杭州的淘宝网去年底曾开展充值促
销活动，买家必须实名认证。 为尽可能执结案
件，陈晓特地赶到杭州的淘宝网总部，通过技术手

段查找到杨某的收货地址。执行人员马上赶去，成
功找到杨某，并对其处以司法拘留

15

天。这种查找
被执行人的方式也成为一种新思路。

杭州市两级法院普遍建立了与公安、房管、国
土、工商等部门“点对点”查控机制，与协助单位建

立了执行联系人制度。在此基础上，全市法院不断拓
宽查控思路，创新查控方法。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化被执行人车辆查控效果，

通过市公安局在车辆年检、肇事处理、路面检查等多个车
辆管理环节上协助查控被执行人车辆。 萧山区人民法院

将“限高”与公安布控相结合，今年
1

至
2

月，通过萧山国际
机场公安分局在机场内布控抓获被执行人

9

人，目前已执
结案件

7

件，实际执行到位标的额
896

万余元。江干区人民
法院执行法官通过“网上银行”查询有多个账户的被执行
企业的走账情况。 余杭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从被执行人
博客中查找财产线索。临安市人民法院执行法官通过

QQ

撒网式加好友，再逐一缩小范围，最终找到被执行人。 全
市法院查控方式呈现立体化、多元化特征。

创新查控方式方法，提升执行技能突破难案

近日， 杭州大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
代表戎某因拒不执行法院判决、 裁定被判有
期徒刑二年， 为其拒执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
价。

2009

年
10

月， 杭州中院立案执行该商品
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申请执行标的额

323.6

万
元。 杭州中院向被执行人大富公司发出执行通知
书， 责令其在收到执行通知书后规定的时间内自
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但其一直未履
行。 执行中查明， 大富公司并非没有能力执行裁

定， 公司有一辆奔驰
600

轿车还登记在第三人名
下， 戎某也书面承认车辆为其公司所有。 杭州中
院立即对该车辆进行查封， 并责令大富公司将奔
驰

600

轿车交至法院， 后又两次书面通知戎某交
出该车， 由法院进行评估、 拍卖处置。 但大富公
司拒不交出车辆， 戎某也不按传票要求的时间到
法院处理案件， 反而仍擅自将该车辆进行转移、

隐藏， 致使该裁定无法执行。

2011

年
7

月
26

日， 杭州中院将该案依法移送
公安机关处理。

9

月
16

日， 被告人戎某在杭州市
西湖区一高档住宅内被警方抓获。

在市综治委解决执行难协调工作领导小组的指
导下， 杭州中院还会同市公安局、 市检察院联合下
发了《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刑事案件的若

干意见》， 统一执法尺度。

2011

年， 全市法院开展打击拒不执行法院判
决、 裁定犯罪活动， 全年将

21

名涉嫌犯罪的拒执
对象移送公安， 已刑事拘留、 逮捕

12

名， 执结拒
执案件

8

件。 其中富阳法院共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
拒执罪、 抽逃出资罪案件

7

件， 已判刑
4

人。 余杭
区人民法院对拒不履行判决的被执行人东方建设集
团处以罚款

10

万元。

2012

年
1

月至
3

月中旬， 已有
10

名被执行人
涉嫌拒执等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

严厉查处拒执行为，追究“老赖”刑责

借力媒体宣传教育，营造环境形成威慑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翁钢粮

媒体采访执行工作取得的成绩。 面向社会定期召开执行工作发布会。

徐友江：本院受理原告袁学中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盱民初字第
0889

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
决：被告徐友江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偿还原告袁学中借款
4

万元。 案件受
理费

1325

元（原告袁学中预交
700

元），公告费
560

元，计
1885

元，由原告袁
学中负担

325

元，被告徐友江负担
1560

元。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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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江苏
]

盱眙县人民法院
香港万兴企业有限公司（香港）：本院受理于国红与你公司、杨阪钧、上海

万兴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管辖权异议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

(2012)

长民立管初字第
1

号民事裁定书及上海万兴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3

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及上诉状副本，逾
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齐建卿，工作证号码
B-079

遗失，现声明作废。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支队罗家炎， 不慎将工作证、 执行公务证遗失

（证件号码为
LS541

号）。 特此声明作废。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孟庆宁： 本人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已于
2009

年
9

月
8

日作出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

2009

） 天商初字第
256

号民事判决，

判决你应支付本人借款本金
105

万元、 违约金
126787.50

元（

2008

年
4

月
1

日
-2009

年
11

月
30

日判决生效日）、 案件受理费
14320

元、 诉讼保全费
5000

元以及迟延履行义务期间的双倍利息， 该案正处于强制执行之中。 因本人已将本
案的全部债权转让给季蕊身份证

370105196607282947

， 由其受领本案的全部执行
款物， 故本人依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向你发出债权转让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该
债权转让行为生效。 申建文

因卫辉市散热器厂破产分配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
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裁定终结卫辉市散热器厂破产程序。

[

河南
]

卫辉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山西省扶贫开发服务公司的申请于

2012

年
2

月
20

日裁定受
理山西省扶贫开发服务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

2012

年
2

月
20

日指定山西省扶
贫开发服务公司破产清算组为山西省扶贫开发服务公司管理人。 山西省扶贫开发
服务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90

日内，向管理人（通讯地址：太原市迎泽区上
马街

54

号山西省扶贫开发服务公司破产工作组办公室；邮编：

030002

；联系电话：

0351-4188807

；联系人：侯月娥
13935103886

）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
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山西省扶贫开发服务公司的债权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破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召开，请债务人准时参加，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的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志康：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陕西省商洛市州城路支行
与王志康、 刘建新、 王丹宏、 西安翔发商贸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
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5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二楼审
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陕西
]

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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