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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为依法正确办理市、 县级人民政府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补偿决定（以下称征收补偿决定）

案件， 维护公共利益， 保障被征收房屋
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以下称《行政诉
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 （以下称《行政强制法》）、 《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以下称
《条例》） 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

结合审判实际， 最高人民法院于
4

月
9

日发布《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
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自
2012

年
4

月
10

日起施行。

为详细了解《规定》 的起草背景、

主要特点和主要内容， 记者采访了最高
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负责人。

出台背景
记者： 请问最高人民法院为什么要

出台这部司法解释？ 起草和出台这部司
法解释经历了哪些程序？

负责人： 房屋征收与补偿是事关社
会稳定、 人民安居乐业、 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的重大事宜。 《行政强制法》 和
《条例》 颁布实施以来， 有关市、 县级
人民政府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房屋征
收补偿决定（以下称征收补偿决定） 问
题成为社会关注焦点。 人民法院的审
判、 执行工作也面临许多新情况、 新问
题， 特别是办理有关非诉行政执行案件
的审查标准、 强制执行方式、 新旧规定
的衔接等问题需要尽快解决。

《规定》 的颁布实施， 正是人民法
院凝聚各方共识、 贯彻执行《行政强制
法》 和《条例》 的具体举措。 这一司法
解释的出台， 是人民法院主动服务大
局、 回应社会关切的需要； 是人民法院
有效解决现实工作难题、 保障人民群众
合法权益和实现公共利益的需要； 也是
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和改革执行方式、 创
新和加强社会管理的需要。 《规定》 的
实施， 有利于从制度上理顺房屋征收与
补偿工作秩序， 促进《行政强制法》 和
《条例》 的正确施行， 防范强制执行过
程中发生违法和侵犯被征收人合法权益
的事件。

一年多来， 最高人民法院一直十分

关注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实践运行情
况， 经过认真研究和积极协调， 起草并
多次修改了《规定》 草案， 其间多次征
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国务院法制
办、 本院内设部门和下级法院的意见，

得到了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 最高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于

2012

年
2

月
27

日讨论通过
了《规定》。

主要特点
记者： 请问《规定》 的主要特点是

什么？ 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是否能够得
到足够的保障？强制执行的方式是什么？

有没有吸收最新立法成果和域外经验？

负责人： 《规定》 从程序到实体方
面对人民法院办理相关案件作出了具体
规范， 其主要特点有三：

一是充分考虑对被征收人合法权益
的多重保护。 根据《行政诉讼法》 和
《条例》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人民法院
在办理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关案件中， 可
以通过四个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对被
征收人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和保护手
段。 首先， 当事人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
的， 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其次， 当事人
对补偿决定不服或者补偿协议达成后反
悔的， 也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第三， 当
事人既不起诉又不履行征收补偿决定，

有关政府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
民法院对征收补偿决定的合法性、 正当
性进行审查并作出准予或者不准予执行
的裁定。第四，行政机关在执行过程中如
果存在违法或者不当情形， 被执行人及
利害关系人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或者行
政赔偿诉讼。这些机制的设置与执行，对
于切实保护被征收人合法权益、 防止行
政权力滥用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是明确了“裁执分离” 为主导的强
制执行方式。 所谓“裁执分离”， 是指作
出裁决的机关（机构） 与执行裁决的机关
（机构） 应当分离， 即不能由同一机关
（机构） 既行使裁决权又行使执行权， 从
而体现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防止权力的滥
用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 体现在房屋征收
补偿决定的强制执行方面， “裁执分离”

主要体现为两种情形： 一是根据《条例》

规定， 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 在补偿决定规
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 由作出房屋征收
决定的市、 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也就是说， 作出房屋征收决
定的市、 县级人民政府不能自行决定强制
执行， 而必须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由人民法院审查后作出是否准予执行的裁
定。 这一规定的意义在于： 征收补偿决定
的合法性、 正当性需要受到司法机关的监
督， 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合法有效的， 才
能进入执行程序。 二是就人民法院内设机
构而言， 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其作
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 由行政审判庭进行
审查并作出裁定， 需要由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的， 由人民法院的执行机构组织实施。

《规定》还明确了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
行的，一般由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市、县级
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这是从现实可行性出
发， 经有关国家机关反复协商后形成的共
识，符合“裁执分离”的司法改革基本方向。

同时，在个别例外情形下，人民法院认为自
身有足够能力实施时，也可以依照《规定》

由人民法院执行。应当说明的是，一般由作
出征收补偿决定的市、 县级人民政府组织
实施的规定， 与《条例》 关于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的规定并不矛盾， 前者的意义
在于实现“裁执分离” 接受司法监督， 后
者的意义在于经司法审查确认后明确具体

实施方式。 这种模式既有利于人民法院履
行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保障被征
收人合法权益的职责， 也有利于征收补偿
活动的顺利进行， 更好地实现维护公共利
益与保护公民权益的统一。

三是吸收最新立法成果和域外有益经
验。 《规定》 的主旨与《行政强制法》、

《条例》 的立法精神一脉相承， 共同构成
房屋征收补偿领域有中国特色的非诉强制
执行制度。 如《规定》 将《条例》 有关社
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规定作为向人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的必备要件； 将违反《条例》

中的“公平补偿” 原则、 《行政强制法》

中的“行政目的” 以及国务院《全面推进
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中的“程序正当” 原
则， 规定为人民法院裁定不准予执行的重
要依据， 进一步明确了审查要件和标准，

便于加强监督， 有利于征收补偿工作稳妥
进行。 《规定》 还立足国情、 博采众长，

在强制执行方式上借鉴吸收了许多国家所
采取的由法院审查、 由行政机关具体实施
的做法和经验。

主要内容
记者： 请问《规定》 的主要内容是什

么？

负责人： 《规定》 着眼于提高操作
性、 指导性， 从案件受理、 审查、 执行和
新旧规定衔接等多个方面作出了明确规
定。

就案件的管辖权问题， 《规定》 第一
条明确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征收补偿
决定案件， 由房屋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管
辖， 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
决定管辖法院。

就申请机关应当提交的材料及相关要
求， 除《条例》 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强制执
行申请书及附具材料外， 《规定》 第二条

还列举了六项具体内容。

就受理程序及异议处理方式， 《规
定》 第三条明确了人民法院在法定期限内
立案受理或裁定不予受理， 申请机关对不
予受理的裁定有异议的， 可以依法向上一
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就审查期限、 裁定形式和审查方式，

《规定》 第四条、 第五条明确了人民法院
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是否准予
强制执行的裁定； 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审
查期限的， 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 人民法
院在审查期间， 可以根据需要调取相关证
据、 询问当事人、 组织听证或者进行现场
调查。

就审查标准及不准予执行裁定的送达
和异议处理方式， 《规定》 第六条、 第七
条明确了征收补偿决定存在明显缺乏事实
依据、 明显缺乏法律、 法规依据、 明显不
符合公平补偿原则等七种情形之一的， 人
民法院应当裁定不准予执行。 不准予执行
的裁定应当在五日内送达申请机关， 申请
机关对此有异议的， 可以依法向上一级人
民法院申请复议。

就准予执行裁定的送达及司法建议，

《规定》 第八条明确了准予执行的裁定应
当在五日内送达申请机关和被执行人， 人
民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议申请机关依
法采取必要措施， 保障征收与补偿活动顺
利实施。

就强制执行的方式， 《规定》 第九条
明确了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行的， 一般由
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市、 县级人民政府组
织实施， 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执行。

就新旧规定的衔接过渡问题， 《规
定》 第十条明确了《条例》 施行前已依法
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 人民法院裁
定准予执行房屋拆迁裁决的， 参照《规
定》 第九条有关强制执行方式的规定精神
办理。

总之， 《规定》 的出台， 进一步明确
和细化了人民法院办理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强制执行案件的具体程序和要求， 回应了
在案件受理、 审查和执行中亟待解决的实
践性问题， 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 保障被
征收人的合法权益、 及时有效地化解房屋
征收与补偿领域的突出矛盾， 也有利于规
范人民法院的司法行为和行政机关的行政
执法活动， 对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社会的
协调发展必将发挥积极作用。

天津环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天津市河北区有线
电视台申请执行天津环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2011

）北民初字
第

4424

号民事判决书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执
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

7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
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上海上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因你公司未履行中国国际经
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于二

○

一一年十月九日作出的
(2011)

中国贸仲沪裁字第
326

号裁决书所确定的义务，申请执
行人向法院申请对你公司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 依照《最高人
民法院发布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条、第
五条的规定，现法院向你公司发出限制高消费令，自本令发布
之日起至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止，禁止你公司及
法定代表人陈成、主要负责人及有关人员以单位财产实施以下
高消费行为：

1

、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
等以上舱位；

2

、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
场所进行高消费；

3

、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
屋；

4

、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

5

、购买非经营
必需车辆；

6

、旅游、度假；

7

、子女就读高消费私立学校；

8

、支付
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

9

、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高消
费行为。 若你公司未经法院批准进行上述高消费的，法院将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予以拘
留、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追究其刑事责任。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刘咪萍：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华联进出口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上海派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欠款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0

年
8

月
23

日决定对本案予以恢复执行，因你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
的付款义务，即向申请执行人支付美元

135

万元及迟延履行期
间的双倍债务利息、支付执行费人民币

128,639

元（以下均为人
民币）， 本院依法委托上海信衡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你名下
位于上海市华山路

800

弄
6

号
2004

室、 上海市东大名路
888

弄
1

号
302

、

303

、

2801

室房地产重新进行评估， 评估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2

日、

3

月
21

日作出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价分别
为

675

、

471

万、

726

万、

1179

万，现予公告送达。 经过六个月，即
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7

日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 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亦未履行付
款义务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变卖上述房地产（拍卖信息详
见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网址：

www.rmfysszc.gov.cn

），并由你承
担强制执行中产生的实际支出费用。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上海帝仁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海百安居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诉上海帝仁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申请人上海百安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2007

）虹民三
（民）初字第

602

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委托上海大雄房地产估价
有限公司对上海市车站南路

39

号地下
1

层地下室、 上海市新
市南路

585

号地下
1

层车库（机械）进行评估，已作出沪大雄房
估

F2011(SQ)101157

、

101158

号评估报告书。 现予公告送达，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

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 逾期未申请重新
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张国庆：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阳广场支行与被执行人张国庆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里法执字第
377-3

号执行裁定书。对
你所有的位于哈尔滨市松北区松北镇集乐村康居住宅小区

6-2

号商服楼
5

号商服（产权证号：松
00018203

，建筑面积：

784.49

平方米） 予以拍卖。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即视为送
达。

[

黑龙江
]

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震振英：本院受理（

2009

）二七法执字第
170

号王二婷申请
执行你债务纠纷一案中，依法对你名下的位于郑州市二七区交
通路东赵庄街北

2

号楼
3

单元
36

号房产一套进行评估、拍卖。

经郑州众合房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 该房评估价格为
49.79

万
元。 现向你公告送达评估报告书，同时公告送达副本到本院办
理有关本案评估报告送达、拍卖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通知，自公
告之日起经

60

日期满，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到本院办理有关本案评估报告送达、拍卖过程中的有关

事宜。 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院
将依法执行本案。

[

河南
]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张辉：申请执行人时文龙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河南省

郑州市惠济公证处（

2011

）郑惠证民字第
5686

号公证书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金执字第
2529

号执行通知书及（

2011

）金执字第
2529

号、第
2529-1

号执行裁
定书。 并通知你于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

5

日内来本院选取评估
机构、

15

日内领取评估报告。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任光华：徐德海申请执行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

2010

）金民二初字第
4767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 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2

）金执字第
95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现责令你自本通知
书送达之日起

3

日内履行（

2010

）金民二初字第
4767

号民事判
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逾期不履行，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郑州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辉玉、李凯、陈铁

强、陈浩诉你公司旅游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李辉玉、李凯、陈
铁强、陈浩申请执行（

2010

）金民二初字第
689

号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2

）金执字第
617

号执行通
知书和报告财产令。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限
你单位自公告期满后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民事判决书确定的
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本院依据（

2011

）新密执字第
37

号执行裁定书于
2012

年
1

月
6

日查封被执行人新密市创新制衣厂及邓建明的如下财产：

查封被执行人新密市创新制衣厂及邓建明所有的位于新密市
刘寨镇园林村的新密市创新制衣厂办公楼房两幢（中门两侧各

一幢均两层）、生产车间拐角楼一幢（两层）、锅炉房一幢（一层）

及所有不动产等。 上述财产已由有关部门协助登记查封，查封
期限自

2012

年
1

月
16

日至
2014

年
1

月
15

日止。 在上述期限
内，非经本院同意，任何人不得对被查封的财产有转移、损毁、

变卖、抵押、赠予等处分行为，否则，本院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
任。

[

河南
]

新密市人民法院
邵佳瑞：本院受理李江伟依据生效的（

2011

）新密民一初字第
1565

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你债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2012

）新密执字第
53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到庭履行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河南
]

新密市人民法院
宋万森：洛阳市领军桥隧机械有限公司依据（

2011

）老民初
字第

224

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你追偿纠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2011

）老执字第
268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

河南
]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
陈功林：本院受理曾金花、王春兰等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涉及对你所有的位于赣州市章贡区长征大道
2

号天际华
庭

1＃803

室
1

套进行评估、拍卖。 现本院依法向你送达选择评估
机构通知书和选择拍卖机构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司法技术科选定评估机构，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相关
权利。评估报告书于鉴定基准日后

15

个工作日到我院领取，如对
报告有异议请在领取报告

10

日内以书面形式交到本院， 逾期则
该标的依法进入拍卖程序，拍卖机构的选定为送达该评估报告到
期的第

5

日上午
10

时在本院司法技术科进行， 逾期不到视为放
弃相关权利，本院将对查封的房产进行依法拍卖，同时告知你及
相关权利人于拍卖日到场，拍卖的具体时间、地点详见刊登拍卖
公告的报纸及江西法院网。

[

江西
]

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
蔡念全：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蔡念平与被执行人蔡念全、

蔡佳继承纠纷一案中，因你方住址不详，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
（

2011

）沈铁西执字第
1877

号执行案件的执行通知书，限定你方

于执行通知书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

辽宁
]

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
王占双：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孟庆义与被执行人王占双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因你现下落不明，无法查找，故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

2012

）义民执字第
00120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传
票（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到本院执行二庭）。 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

辽宁
]

义县人民法院
陕西天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赵志微申请执

行陕西天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2

）西执仲
字第

00066

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陕西天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朱国林申请执行陕

西天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2

）西执仲字第
00065

号
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
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陕西科邦建材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执行的武汉港迪电
气有限公司与陕西科邦建材机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向你公司依法公告送达（

2012

）西执仲字第
00073

号执行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仍不履行，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西安历藏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郭文庆与你单位
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因你单位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 第八十四条的规定，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院
（

2012

）西执仲字第
00067

号、第
00068

号、第
00069

号执行通
知书，责令你单位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
的义务。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天即视为送达。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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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法正确办理市、 县级人民政府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补偿决定（以下简称征收补偿决
定） 案件， 维护公共利益， 保障被征收
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以下简称《条
例》） 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 结
合审判实际， 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征
收补偿决定案件， 由房屋所在地基层人
民法院管辖， 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

地实际情况决定管辖法院。

第二条申请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 除提供《条例》 第二十八条
规定的强制执行申请书及附具材料外，

还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 征收补偿决定及相关证据和
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二） 征收补偿决定送达凭证、 催
告情况及房屋被征收人、 直接利害关系
人的意见；

（三）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材料；

（四） 申请强制执行的房屋状况；

（五） 被执行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住址及与强制执行相关的财产状况等具体
情况；

（六）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提交
的其他材料。

强制执行申请书应当由申请机关负责
人签名， 加盖申请机关印章， 并注明日
期。

强制执行的申请应当自被执行人的法
定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 逾
期申请的， 除有正当理由外， 人民法院不
予受理。

第三条人民法院认为强制执行的申
请符合形式要件且材料齐全的， 应当在接
到申请后五日内立案受理， 并通知申请机
关； 不符合形式要件或者材料不全的应当
限期补正， 并在最终补正的材料提供后五
日内立案受理； 不符合形式要件或者逾期
无正当理由不补正材料的， 裁定不予受
理。

申请机关对不予受理的裁定有异议
的， 可以自收到裁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
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上一级人民法院
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

裁定。

第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立案之日起
三十日内作出是否准予执行的裁定； 有特
殊情况需要延长审查期限的， 由高级人民
法院批准。

第五条人民法院在审查期间， 可以
根据需要调取相关证据、 询问当事人、 组
织听证或者进行现场调查。

第六条征收补偿决定存在下列情形
之一的， 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准予执行：

（一） 明显缺乏事实根据；

（二） 明显缺乏法律、 法规依据；

（三） 明显不符合公平补偿原则， 严
重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 或者使被执行
人基本生活、 生产经营条件没有保障；

（四） 明显违反行政目的， 严重损害
公共利益；

（五） 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或者正当程
序；

（六） 超越职权；

（七） 法律、 法规、 规章等规定的其
他不宜强制执行的情形。

人民法院裁定不准予执行的， 应当说

明理由， 并在五日内将裁定送达申请机
关。

第七条申请机关对不准予执行的裁
定有异议的， 可以自收到裁定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上一级
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三十
日内作出裁定。

第八条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行的，

应当在五日内将裁定送达申请机关和被执
行人， 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议申请机关
依法采取必要措施， 保障征收与补偿活动
顺利实施。

第九条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行的，

一般由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市、 县级人
民政府组织实施， 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执
行。

第十条 《条例》 施行前已依法取得
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 人民法院裁定准
予执行房屋拆迁裁决的， 参照本规定第九
条精神办理。

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以前所作的
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 按本规定执
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
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已于

2012

年
2

月
27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第

1543

次会议通过， 现予公布， 自
2012

年
4

月
10

日起施行。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2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43次会议通过）

强化非诉行政执行司法审查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负责人答记者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法 官 之 声

农村殡葬改革：

行走在法律与习俗之间
张鹏飞

清明时节，祭扫先人。 然而，行走在
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田间地头、林地和道
路两侧山坡上随处可见坟地， 坟地大量
占用耕地资源的现象十分普遍。 例如在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处理的刘某诉孙
某排除妨害一案中， 刘某发现孙某将其
父亲的坟墓建在了其确权地外排水沟南
坡上， 他认为孙某的行为不但影响其正
常使用口粮田， 而且还给其精神造成了
严重伤害，由于极度恐惧，整夜失眠，不
敢去地里干活。 刘某以此为由请求法院
判令孙某将坟墓移走。 法院经审理后认
为：该排水沟是耕地的排水设施，属于耕
地范围，国家禁止在此范围内建造坟墓。

刘某日常耕作必然会经过和使用该排水
沟，坟墓的建造已对其造成妨害。据此法
院判令孙某将其所建造的坟墓移走。 以
上这些现象背后蕴含的实质是： 我国殡
葬法律制度改革的实施在许多方面已被
异化，并演变为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1997

年国务院出台了《殡葬管理条
例》，以进一步强化殡葬管理的执法力度
和执法权威， 提高殡葬管理法制化的水
平。 但这种政策目标开始只是法律的抽
象预设，至于最后能否真正实现，则取决
于法律规范对象的评价与认同。

在农村推行殡葬改革的目的是推行
火葬， 提倡以骨灰寄存的方式以及其他
不占或者少占土地的方式处理骨灰，禁
止在耕地内建造坟墓。然而，在殡葬改革
过程中，却出现了种种怪象。

农村殡葬改革的焦点是土葬问题。

但是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习俗中， 土葬
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殡葬文化已经构成
一种社会的内在秩序。 因此当通过国家
立法这种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方式来解
决殡葬改革问题时， 不可避免地将造成
国家制定法与社会传统习俗这两个制度
系统的冲突。 这种冲突的直接影响是公
民的守法问题。 因为社会习俗与法律制
度都有自身的价值取向。 国家通常会将
与立法价值取向一致的社会习俗或惯例
吸收为法律制度的内容， 或者直接认可
其法律效力。 这种情况下法律制度与相
应的社会习俗基本是一致的， 个体的行
为后果要么是两者都违反， 要么两者都
不违反。 但是也有很多社会习俗与国家
立法的价值取向相背离， 在此情况下法
律制度和社会习俗是相分离的， 个体不
同的行为选择可能出现“违法不违俗”或
者“违俗不违法”的后果。

针对我国农村地区的现状以及传统
习俗， 比较合理的改革思路是建立一种
诱导与激励机制，辅之以国家强制，由此
构成一套既有激励， 又有惩处； 既有强
制，又有引导；既有管理，又有服务的管
理机制。针对该领域法律和习俗的冲突，

在推行的殡葬管理法律制度的时候，可
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对自愿遵守殡葬
改革制度的村民，国家予以一定的奖励，

即增加人们守法的收益， 提高守法积极
性。 在农村地区可合理规划一些土葬的
公墓园区，对于自愿接受政府规划、在公
墓园区实行土葬的， 应降低其相关的管
理费用，即降低人们守法的成本。目前我
国公墓园区的使用费普遍比较昂贵，导
致多数村民消费不起， 由此构成消极守
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激励的同时，规范
殡葬管理部门的管理工作， 对于顽固坚
持自行土葬的违法行为， 加大监督和惩
处力度，即增加人们违法的成本。此外还
需建立一套对殡葬管理组织的监督机
制，杜绝以罚代管，切断权力寻租源。

（作者单位：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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