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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特殊主体执行， 是在执行难这
一社会问题上的突出表现， 仅靠法院
一家单打独斗是行不通的。 胶南市法
院积极探索，充分整合社会资源，形成
工作合力，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他们在争取政法委出台联动意
见、将支持法院执行纳入综治考核、构
建联动威慑机制的基础上，今年以来，

相继与工商局、房管局、人民银行、地
税局、公安局、司法局等多个单位会签

了《执行工作联动机制实施意见》，形成
了党委领导、各方配合、法院主办解决执
行难的新格局。 特殊执行案件专项清理
活动开展以来， 对下落不明的

3

名被执
行人经公安机关查控后实施了司法拘

留，

7

案委托司法所长进行劝解、督促后
得以实际履行， 对

4

个法人被执行人的
退税账户划拨

30

多万元，科学的联动机
制为专项清理活动奠定了良好基础。

以胶南市法院与公安局加强联动为

例，在双方的联动文件中，对公安机关协
助查询被执行人信息、 协助控制被执行
人、协助查控被执行人财产，制止暴力抗
法等事项作出具体规定， 并明确了各自
的职责和具体工作程序， 内容非常具体
详细，可操作性很强。在公安机关的大力
帮助下， 一些藏匿了多年的被执行人终
于被“缉拿归案”，一些原打算继续躲藏
的被执行人迫于强大的威慑力， 也主动
到法院“投案”。

面对上访， 唯有做实事、 解难题
才是化解执行信访的唯一办法。 面对
涉执行案的一些确实无可供执行的集
体财产， 如何执行、 执行什么成为摆
在胶南法院面前的一个大难题。 经院
党组多次研究协商， 决定采取灵活多
样、 分头出击、 各个击破的办法， 确
保案件得以有效执结。

对于因历史遗留问题形成， 涉
案党政机关确实无力履行的， 法院
积极向胶南市委请示汇报， 请政府
出面协调， 给予大力支持。 胶南市
法院把解决涉公权力机关的执行案
件作为“一把手” 工程， 由院长出
面进行协调解决。 经过不懈努力，

胶南市政府主要领导对涉案某局拖欠
债务的

7

起执行案件进行协调， 最终
拿出解决方案， 案件得到一次性妥善
解决。 其余

9

起涉公权力机关案件在
日前也得到圆满化解。

对于村（居） 委会为被执行人的
案件， 由胶南市委进一步明确镇党委、

政府的责任， 使其成为化解的主力军。

法院分组到各镇（街道办事处） 进行
督导， 镇党委、 政府积极配合， 责令

辖区内被执行人限期履行。 很多镇党
委、 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出面想办法、

出点子，

10

多个乡、 镇、 街道党委书
记及时召集辖区涉案单位和人员， 逐
案研究明确履行计划和资金来源， 对
部分标的额较大、 暂时难以全部履行
的由本级借支垫付。 有的镇、 街道实
行党政成员每人包案， 一包到底， 逐
案研究落实执行方案， 并主动邀请法
院审查。

由于社会诚信机制缺失， 有些被
执行人说服教育不听、 法院传唤不到，

一副耍赖行为。 对此， 胶南市法院用
足用活法律强制措施。 对于恶意规避
执行、 抗拒执行的， 请新闻记者对活
动进行全程跟踪报道。 对长期逃避、

对抗执行的
15

名被执行人， 在电视台
黄金时段、 报纸显著版面给予公告曝
光， 并通过电视字幕滚动提示被执行
人放弃侥幸心理， 主动履行义务。 在
电视台及报刊发布限制高消费令， 宣
布对

7

名拒不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采
取限制高消费措施。 一被执行人亲属
见到公告后， 感到脸上无光， 主动到
法院替其缴纳了

5

万余元执行款。

公权力机关作为被执行人，身份比较特殊，执行难度相对较大。山东省胶南市法院创造性地把上级精神落实到具体执行工作中，勇于创新，向这一执行“顽疾”开刀。今
年以来，他们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营造强大执行声势，率先在山东省法院系统开展了特殊主体执行案件专项清理活动，对包括公权力机关在内的

164

起涉特殊主体案
件逐一化解，集中清理，目前，已实际执结

115

件，占全部案件的
70%

，其中
16

件涉党政机关执行积案全部执行完毕，实现了“两个
100%

”的良好效果，即涉公权力机关案件
化解率达

100%

，当事人满意率达
100%

，无一信访和矛盾激化案件。

今年
11

月
1

日，新华网山东频道（内参）以《胶南法院“三动并举”破解特殊主体执行难》为题，对胶南法院的这项工作进行了深入报道。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周玉
华给予批示肯定：“胶南法院‘三动并举’解决执行难效果显著，值得各地法院借鉴学习。 ”

胶南：让执行“坚冰”消融

本报记者闫继勇本报通讯员曾宪权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破解执行难题

胶南市人民法院院长
王光金

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历
来是社会的难点、 热点与焦
点。 为解决执行难， 法院自
身作了很多努力， 但实际效
果与广大群众的新要求、 新
期待相比， 仍有较大差距。

涉特殊主体执行， 是在执行
难这一社会问题上的突出表
现。 今年以来， 胶南市法院
以中央集中清理公权力机关
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专
项清理活动为契机， 探索执
行新思路、 新方法， 强化执
行措施， 取得了显著成效。

我们体会到
:

一是要全力争取社会各
界支持， 努力营造社会化执
行大格局。 实践证明， 要想
真正解决执行难尤其涉特殊
主体执行案件， 光靠法院单
打独斗是行不通的， 必须借
助于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开
展工作， 力求事半功倍的效
果。 在开展涉特殊主体执行
时， 我们积极向党委、 人大
汇报， 争取政府及社会各界
支持， 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
法院执行工作， 牢牢地掌握
执行工作的主动权。

二是要把握好法律和政
策的界限， 注意工作方式方
法。 我们在开展专项执行活
动中， 既最大限度地让债权
人实现胜诉权益， 又注意维
护党政机关的工作秩序。 紧
紧依靠上级党委组织， 采取
内部通报、 领导督办等形式，

加大督促力度， 力争使被执
行人自动履行。 对恶意规避、

抗拒执行的被执行人， 法院
在采取强制措施后， 也及时
通报到所在单位， 赢得支持
和配合。 对经法院多次督促
后， 所在单位仍不执行的及
时提请市委政法委进行督查。

三是要注重执行法律
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在开展专项执行行动中， 我们
不仅注重案件的法律效果， 更
注重案件的社会效果。 对那些
经督促后克服困难自觉履行义
务的被执行人， 以及主动配合
支持法院执行工作的典型事
例， 加大正面宣传力度， 形成
良好的舆论导向， 努力营造全
社会遵法守法、 自觉履行法律
义务的良好氛围。 对恶意规避
执行、 抗拒执行的， 紧抓不
放， 及时在电视台、 报刊等媒
体曝光其欠债信息， 又配合采
用罚款、 拘留、 限制高消费、

追究刑事责任等手段， 切实加
大打击制裁力度， 对社会潜在
的规避者形成有力威慑， 营造
强大执行声势。

上世纪
90

年代， 党政机关开办
公司热潮方兴未艾。 胶南市某局也
开办了公司， 并向李某等

7

人借款。

后来该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 李某
等人遂将该局告上法庭。 经法院审
理，

1998

年作出判决， 由某局支付
李某等

7

人借款、 诉讼费等合计
107446

元及利息。

1999

年立案执行
以来， 胶南法院多次协调督促， 该
局仅支付本金

107446

元， 对于迟延
履行期间债务利息

40

余万元， 表示
无力支付。 李某等人多次上访， 产
生很大不稳定因素。

“涉公权力机关等特殊主体案件
长期得不到执行， 不仅损害了法律
权威， 而且降低了执法公信力， 进
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必须全力攻
坚克难， 最大限度地维护群众合法

权益。” 胶南市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王
光金如是说。 今年初， 中共中央办公
厅、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中办发〔

2012

〕

6

号文件， 在全国范围内集中清理涉
党政机关等执行案件， 再次体现了党
中央对化解执行难的重大决心。

面对这一有利时机和形势， 胶南
法院党组一班人统一认识， 雷厉风行，

迅速行动， 决心借助这一“东风”， 不
但对公权力机关案件进行集中清理，

而且把范围扩大到人大代表、 政协委
员、 公职人员及村（居） 委会， 该作
为被执行人， 均作为特殊主体案件，

集中全部清理逐一进行化解。

公权力机关、 公职人员等特殊主
体案件长期得不到有效执行， 或因历
史因素造成。 有的以“新官不理旧账”

为借口拖延执行， 有的案件法院穷尽
了执行措施， 但其确实无履行能力，

例如涉及村委会的案件。 公职人员案
件中有不少是民间借贷、 担保案件，

朋友或亲戚以其教师、 医生、 公务员
等身份向银行进行担保贷款， 最后朋
友无力归还贷款， 只好由担保人来偿
还。

年初， 胶南市法院就成立了专项

清理工作领导小组， 进行全面梳理，

逐案建立台账， 共梳理出涉公权力机
关案件

16

件， 涉公职人员、 村（居）

委会等案件
148

件， 共计
164

件。 在
此基础上， 对执行人员进行调整充实，

在装备、 车辆和通讯工具等方面向执
行重点倾斜， 为强力推进执行奠定了
扎实基础。 多次向胶南市委、 市人大
常委会进行专题汇报， 胶南市委大力
支持法院执行工作， 成立了由市委常
委、 政法委书记任组长的全市特殊主
体执行案件专项清理协调领导小组，

下设四个督导组， 并组织召开了全市
特殊主体执行案件专项清理动员大会。

很快， 在胶南市各界形成共识， 那就
是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 不是可不
可以的问题， 而是必须履行的问题，

执行大幕全面拉开。

吹响执行“号角”

打出执行“组合拳”

联动破解“执行难”

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和裁定执行难问题， 是社
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也是人民群众对司法工
作是否满意的焦点问题。 公权力机关等特殊主体
对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履行情况， 在全社会具有
很强的示范效应， 社会影响大， 人民群众非常关
注，既影响司法权威又关系政府形象。其中一些案
件长期未得到执行，人民群众对此意见很大。

今年，中央以
6

号文件，从提高思想认识、限期
清理积案、 严格规范党政机关民事经济活动和行
政行为、完善监督保障机制等多个方面，对做好党
政机关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和裁定工作提出了
明确具体的要求。 因此，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

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而是必须履行的问题。胶南
市委、市政府自觉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求各部
门、单位从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维护国家法制
统一和尊严、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维护人民群
众利益的政治高度， 认清此次专项执行行动的政
治意义，立即开展自我清理，坚决纠正不执行人民
法院生效裁判的问题。 各单位主要领导要对本地
区、本部门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和裁定负总责，

亲自调度，亲自督查，统一组织协调相关工作，确
保本地区、部门的所有案件得到彻底清理。

解决执行难问题，必须创新工作机制，充分整
合社会资源， 形成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的整体合力。

法院作为这次专项执行活动的主要组织者，要科学
谋划，加大执行力度，规范执行管理，营造强大执行
声势。 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及社会各界的理解与
支持，逐人逐案研究落实执行方案，全力攻坚克难。

胶南市委、市政府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将专项
执行成效纳入对各单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

定期督查等措施，探索健全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
府支持、政法委组织协调、人民法院主办、有关部门
联动、 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执行工作长效机制，实
现司法职能与社会职能相结合，共同破解长期困扰
人民法院的执行难问题。同时，通过媒体宣传、协调
相关部门参与、建议职能机关加强对相关部门考核
等工作，加强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和社会诚信体系建
设，努力提高公众的守法意识、诚信意识、风险防范
意识，为执行工作营造优良的执法环境。

党委、政府应大力支持

法院执行工作

胶南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忠

王光金院长向司法所长发放执行联络员聘书。 胶南法院召开全市特殊主体执行案件专项清理动员大会。 法院对涉特殊主体案件进行全面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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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25

日（总第
5520

期）

毛麟：本院受理张荣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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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江苏
]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毛麟：本院受理马学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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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江苏
]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江苏和沐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无锡和达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无锡市和达仓储有限公司、无锡西铁金属材料市场有限公
司、曹菁、陆生、侯玲、曹新华、朱敏娟、无锡市蓬勃物资有限公
司、无锡新邑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南京低碳经济产业园有限
公司、南京格伦安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朱新杰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追加当事人申
请、追加当事人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保全）、变更承办人员通知
书、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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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下午
2

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

江苏
]

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镇荷坳超信电子厂：本院受理申请再审
人深圳市横岗红荷股份合作公司、被申请人天通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一审被告香港超信实业有限公司与你单位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院（

2012

）民申

字第
1105

号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王忠全：本院受理原告马冰雪诉你欠款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郑铁民初字第
35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

河南
]

郑州铁路运输法院
郭菊明：本院受理尚卫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2

）吴少民初字第
246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
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

江苏
]

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金好钟：本院受理原告于素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

）灯民初字第
366

号民事
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

个月内来本院佟二堡人民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辽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

辽宁
]

灯塔市人民法院
苏丹：本院受理原告方铁权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2

）灯民初字第
912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

辽宁
]

灯塔市人民法院

催收公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司法解释和政策规
定，对下列逾期债务予以公告催收，请下列债务人立即向我行
及下属分支机构履行偿还欠款本息的义务（若债务人因各种原
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
算责任）。 一、债务人名称：深圳石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
同编号： 深农银

99

合字第
02-01-054

号、 深农银
99

合字第
02-01-041

号；本金余额：人民币
1999

万元、港币
7,895,744.64

元、美元
2,810,098.43

元。 二、债务人名称：郝建学（为中国科健
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合同编号：（深圳福田）农银授字
（

2003

）第
8100120000002853

号、（深圳福田）农银高保字（

No

）

第
81905200300000038

号，本金余额；美元
3,094,508.08

元。 注：

上述债务仅列明截止
2012

年
11

月
20

日的本金余额，利息、罚
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 特
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二
O

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申请人马冬凤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九十六条之规定， 现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 汇票号码
4020005221445204

，出票日期
2012

年
7

月
20

日，出票人青铜峡
市明珠圆清真食品乳业有限责任公司，付款行青铜峡市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营业部，收款人陕西新奇特彩印有限公司，汇票到
期日

2013

年
1

月
19

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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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宁夏
]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李旭涛因银行承兑汇票一张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依法受理并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号
31300052/

22546176

，金额
10

万元，出票人为日照钢铁轧钢有限公司，出
票行为日照银行营业部，持票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08

月
06

日，收款人为日照钢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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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
]

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2

年
11

月
21

日依法受理了申请人南京恒瑞海运
有限公司提出的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申请。 申请人称：

2012

年
5

月
21

日，申请人所属的“恒瑞
1

”轮在航经舟山虾峙门
水域时发生触碰事故，导致该轮货舱破损进水，造成船载货物损
失。 “恒瑞

1

”轮为从事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物运输的钢
质多用途船，船旗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总吨位

3875

吨。 申请人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关于不满

300

总吨船舶以及沿海运输、沿海
作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决定》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
讼特别程序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六条、第
一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
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六条的规定， 向本院申请设立数额为
365312.5

特别提款权和自事故发生之日起至基金设立之日止的
利息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凡与本次海事事故有关的利害关
系人，对申请人南京恒瑞海运有限公司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
制基金有异议的，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
议。对申请人南京恒瑞海运有限公司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
基金无异议的，或异议被本院裁定驳回的，应当在公告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办理海事债权登记。 逾期不登记的，视为放弃
债权，不得在该基金中受偿。特此公告。武汉海事法院南通法庭地
址：南通市人民西路

249

号。联系电话：

0513－89082882 89082883

联系人：戴良桥。 武汉海事法院

杨慧：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孙轶德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杨慧
（

2008

）鹤法执字第
2

号欠款纠纷执行一案，对你名下位于大连
市甘井子区泉水

B4

区
14

号
2

单元
3

层
2

号， 面积
51.86

平方
米房屋，于

2012

年
7

月
19

日在大连市昱圣苑国际酒店六楼召
开拍卖会。 买受人王晓光以

467

，

000.00

元的成交价格，依法竞
买取得你名下此处房屋所有权。本院作出（

2008

）鹤法执字第
2－

8

号及第
2－9

号执行裁定书对此房屋解除查封并确认给买受
人王晓光。 现买受人王晓光同意承担你此处房屋在大连工行友

好广场支行的全部抵押借款，并按大连社会保障标准为你提供
住所一处，并同意在你未与本院及王晓光、孙轶德取得联系前，

对此拍卖房屋不交付。 申请执行人孙轶德因你目前下落不明，

对（

2007

）鹤民初字第
11

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尚未执行部分，申
请终结本案本次执行程序。 待寻找到你本人下落或财产线索
后，视情况决定是否恢复执行。对此本院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视为送达。 黑龙江省鹤岗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振民：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杨志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执

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白城市贺成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
公司白市贺评字

(2012)

第
0823001

号评估报告、（

2010

）大安执
字第

92-1

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

吉林
]

大安市人民法院
赵晓东：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衣淑美与被执行人赵晓东

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

2012

）湾执字第
5

号执行通知书、执行财产令。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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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吉林
]

湾沟林区基层法院

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诉诉诉诉诉诉诉诉诉诉诉诉诉诉诉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状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庭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票票票票票票票票票票票票票票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官法》有关规定，我院面向全国
公开选调法官

2

名。选调条件、报名办法及选
调程序请登陆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网站
（

http ／ ／ jwfy.xzjw.gov.cn ／

）。

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政治处
电话：

15050002008

����������13775995289

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
2012年公开选调法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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