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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曝光
让失信被执行人寸步难行

2012 年 12 月 18 日 6 时 50 分 ，
重庆亿隆运输有限公司驾驶员周某驾

车与行人李某相撞，致李某当场死亡。
经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 李某系

在有人行天桥路段横穿公路， 与周某
对事故承担同等责任。 周某的责任由
其所在单位亿隆公司承担。

经江北法院委托道路交通事故人

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 李某的妻子
车某与亿隆公司自愿达成协议： 亿隆
公司一次性支付 40 万元；亿隆公司已
先行支付 2 万元 ， 余款 38 万元于
2013 年 2 月 28 日前分期支付。

因亿隆公司未履行义务， 车某于
2013 年 5 月 21 日向法院申请执行。

执行中， 法院依法扣划亿隆公司
银行存款 30 万元，但再未查获其他可
供执行的财产。法官多次上门做工作，
亿隆公司法定代表人避而不见， 拒不
履行义务。

2013 年 9 月，江北法院依照最高
人民法院 《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的若干规定》，决定将亿隆公司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同年国庆节前夕， 法院将亿隆公
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基本信息输入到

全国法院征信系统， 并依法向亿隆公
司发出决定书。

10 月 12 日， 亿隆公司法定代表
人龚某收到法院的决定书后， 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随即主动与执行法官
联系， 表示愿意履行义务。 10 月 14
日， 亿隆公司与车某达成和解协议并
履行了义务。

江北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袁列彬认

为， 该案成功执结得益于征信系统的
神威。被执行人迫于失信记录的压力，
大多能够主动到法院履行义务， 或者
主动争取与申请执行人和解。 和解协
议履行完毕前， 法院一般不会消除对
被执行人的失信记录。

自最高人民法院出台 《关于公布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若干规定》以来，
江北法院已经将 110 名被执行人纳入
失信人名单，目前，已有 41 人履行了
义务，执行兑现金额 360 万余元。其他
被执行人也主动到法院说明情况，表
示正积极想办法履行义务， 争取早点
从失信名单中除名。

江北法院院长卢君表示， 近年来，
该院推进“阳光执行”，通过法院征信系
统、 网站媒体曝光失信被执行人 1048
人次。 执行公开让被执行人寸步难行、

很失面子，加大了执行兑现力度。

■联动合击
让失信被执行人无所遁形

2005 年 8 月 ，因中润公司 、地联
公司、 浪峰公司需在贵州完成一共同
项目， 中润公司派车并指定邓某等人
前往遵义出差， 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
邓某受伤。经鉴定，邓某的二肢、智力、
眼视力分别构成不同等级伤残。 邓某
诉至法院请求赔偿。

法院判决中润公司赔偿邓某医疗

费等共计 43 万余元，地联公司、浪峰
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判决生效后，
三被告未主动履行判决义务。 邓某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承办法官随即发出财产报告令，
要求被执行人申报财产情况。 同时展
开 “四查”， 查找被执行人的房产、车
辆、银行存款等财产。 调查发现，中润
公司、 地联公司和浪峰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均系秦某，三公司系三块牌子、一
套班子， 且未发现任何可供执行的财
产，三公司早已“金蝉脱壳”。

眼看邓某受伤得不到赔偿， 法院的

判决得不到执行，案件执行陷入了僵局。
“好好经营的公司，怎么就没有财

产可供执行呢？”邓某申请追加该三公
司的股东为被执行人。

经听证， 江北法院认定三公司的
股东抽逃出资行为成立， 遂依法追加
秦某等三公司的股东为被执行人，裁
定各股东在抽逃注册资金范围内对申

请人邓某承担责任。后续执行中，除秦
某外的三名股东相继履行了义务，共
计赔付邓某近 30 万元。

然而秦某却既不露面也不履行义

务，玩起了“人间蒸发”。
该案执行再度陷入僵局。 执行法

官对秦某发出了限制高消费令， 限制
其乘坐飞机、 住星级酒店等高消费行
为， 并送达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请求机
场公安协助执行。

2012 年 3 月 31 日， 秦某深夜乘
机抵达重庆， 刚下飞机即被早已等候
多时的执行法官带到法院。 因其违反
限制高消费令并拒不履行判决义务，
法院决定对其拘留十五日。

身在拘留所的秦某表示愿意履行

赔偿义务， 并与申请人邓某达成和解
协议，当即支付赔偿金 10 万元，余款

7 万元于 2013 年 3 月 30 日前支付完
毕。执行法官解除了对秦某的拘留，但
限制高消费令并未解除。

协议到期后， 秦某并未支付剩余
的赔偿金，又一次玩起了“人间蒸发”
的把戏。

2013 年 10 月 15 日，自认为躲的
时间够长了，法官可能已经把他忘记，
秦某又飞抵重庆。 机场公安获知这一
信息，立即通知江北法院，在执行指挥
中心统一调度下， 执行法官和法警提
前赶赴机场等候。

秦某乘坐的飞机一落地， 执行干
警就在机场公安的协助下登机核查，
将被执行人秦某带回法院。

“二进宫”的秦某还在推脱，自称
现在没钱以后给付。 执行法警从其随
身携带的包中搜出现金 1 万余元，还
有多张银行卡。执行法官正告秦某，有
能力履行赔偿义务而拒不履行， 其行
为已符合司法拘留的条件， 甚至可能
被处以刑罚。

秦某一听慌了神， 表示卡内还有
3 万元存款， 又立即打电话让亲属送
来 4 万元。两个小时之后，邓某终于拿
到了秦某给付的赔偿款。

让申请人
感受到人性关怀

法治热点

“暴晒”失信被执行人及其他

江北法院执行法警将刚下飞机的失信被执行人带往法院。 秦延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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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力度不打白条

法周刊： 江北法院在推进执行工作
方面不遗余力，下了很大的功夫，是基于
怎样的考虑？

卢 君： 老百姓打官司不仅希望得
到法院公正的判决， 更看重最后的执行
结果，若不能执行兑现，判决书就成了老
百姓眼中的“法律白条”，司法的权威将
大打折扣。 从我办理“院长邮箱”中当事
人反映的问题来看， 大部分集中在执行
工作方面，尤其是劳动争议、借款合同纠
纷、侵权纠纷等涉民生权益的案件，执行
难问题更为突出。

江北法院始终把加大执行力度作为

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重要内容，力
求通过执行有效化解金融纠纷、 债务纠
纷、涉农纠纷以及企业破产、重组改制等
案件产生的矛盾，努力为经济转型升级、
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同
时， 加大对与群众切实利益相关案件的

执行力度，如追索劳动报酬、赡养费、抚
养费等民生案件的执行， 维护群众切身
权益。

法周刊： 请您介绍一下江北法院在
执行公开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

卢 君： 执行公开不仅有助于申请
执行人对法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同时
也给被执行人以较大的心理压力， 促使
其主动履行裁判文书的义务。对此，我们
从细小环节着手，推进执行公开，将失信
被执行人“暴晒”，努力推进社会诚信建
设。

我们注重执行节点公开。 在执行过
程中，我们要求查控信息公开、强制程序
公开、评估拍卖公开、财产分配公开、执
行异议公开。 制定了 《执行公开操作规
程》，要求承办法官在财产查控阶段对财
产线索进行调查后， 必须将调查结果告
知申请人。 采取拘留、罚款、拘传等强制
措施的，释明理由和法律依据。在评估拍
卖时， 做到评估拍卖前告知评估拍卖事
宜，评估拍卖中告知时间和场地，评估拍
卖后告知报告和结果。 对案外人提出异
议的执行案件， 采取座谈或听证的方式
进行审查。

我们强化执行措施公开。 全面推行
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 对于不履行裁
判文书的，采取网站曝光、限制出境、限
制高消费、限制贷款等措施，督促被执行
人履行义务。 利用 “重庆法院公众服务
网”、“全国法院征信系统”发布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 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曝光
力度。

内外联动抢占先机

法周刊： 请您谈谈江北法院在推进
执行联动方面是如何做的？

卢 君：我们通过内外联动的方式，
强化“作战”能力，提高执行效率，抢占先
机，努力在被执行人转移、隐匿财产前执
行到位。

一方面， 我们紧扣规范执行流程管
理 、 深化三权四段运行 ， 整合内部力
量。 办案力量尽量充实到执行查控第一
线， 并将执行查控人员整合为四个办案
组， 将过去各个执行员单独办案为主变
为以执行组协同办案为主， 变单兵作战
为兵团作战 ， 强调互相配合 、 互相补
充、 信息互通、 资源共享， 集中力量攻
坚克难。

同时设立两个集中查控组， 一个专
门负责车管所、房管所、工商等类型化的
查控事务， 另一个专门负责银行等金融
机构的协助执行， 避免了执行人员重复
跑路。

对拒不履行裁判文书的， 我们敢于
动真格。 2013 年，我院采取搜查、冻结、
查封、 扣押等强制执行措施 2350 余次，
司法罚款 2 人，拘留 85 人。

另一方面，我们强化执行外部联动，
借助外力提高实效。 “真联动、见实效”，
依靠执行指挥中心， 建立了执行快速反
应机制、执行“110”工作平台。 加快执行
联动机制建设，与公安、工商、国土、金融
等部门建立了执行联动机制，实现异地、
夜间、节假日“全天候”执行。联合相关部
门建立了住房公积金查询、 冻结和扣划
机制，与 13 家商业银行开通“点对点”网
络查控功能。 在与机场联动的基础上又
与交通执法机关建立了“陆路枢纽”执行
联动机制。 这些联动举措， 效果非常明
显。

文化建设强本固基

法周刊：执行工作是“硬活”，老百姓

最关心的是赢了官司，能否执行兑现。请
您谈谈江北法院在执行工作方面是否还

有其他好的举措？
卢 君：2013 年以来， 我院不断创

新完善工作举措，总结经验，推进执行文
化建设，强本固基，着力提高社会公众对
法院的认同，提升司法公信。

我院自觉将执行文化建设与执行作

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以制度文化提高
素养，以行为文化促进公信，以物态文化
提升战力，以管理文化严肃作风，以“典
型”文化树立形象，着力营造公正、高效、
透明、廉洁的执行文化氛围，培育“依法、
规范、理性、进取、创新、实效”的先进执
行文化， 助推执行工作跨越发展。 2013
年，执行法官人年均执结案件 194 件，共
收到锦旗 58 次，得到了当事人的充分肯
定。

同时，我们深深地认识到，执行工作
的顺利开展非法院一家之力所能完成，
需要相关部门乃至全社会协调配合，要
强化“一盘棋”的工作理念，丰富执行工
作举措，加大宣传公开力度，如此才能快
速实现债权，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维护司
法权威，最终实现提升司法公信的目标。

李某系来自三峡库区农村的一名进

城务工青年。 2009 年 3 月 26 日，李某
在工地维修机器时不慎被碎石机绞断双

臂，虽经抢救保住了性命，但生活不能自
理。老家危房已不能居住，李某只好暂住
其姐家中由父母照料。

李某是全家的顶梁柱， 不幸的遭遇
使这个仅靠农村低保金维持生计的贫困

家庭更加窘迫。
江北法院经审理， 判决被告涪陵三

色建材经营部和实际经营者汤某承担连

带赔偿 113 万余元。 案件执行中，江北
法院查知被执行人已没有财产可供执

行，巨额赔偿款无法兑现。
丧失劳动能力的李某回家后， 母亲

又罹患癌症，全家生活举步维艰。
当时已临近 2013 年春节， 赔偿款

仍然无法执行兑现。李某心情沮丧，陷入
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执行法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江北
法院迅速启动了司法救助程序， 执行法
官在最短的时间内将 5 万元执行专项
救助金交到了李某的手中， 帮助这个不
幸的家庭暂时渡过难关。

执行法官还多次远赴万州区看望李

某及家人，为其送去慰问金、粮油等生活
用品，鼓励李某勇敢地生活下去。李某和
家人感受到了司法人性关怀的温暖。

与此同时， 在执行法官的不懈努力
之下，案件执行出现了转机，李某内心又
重新燃起了希望。

2013 年 8 月， 李某另案起诉工贸
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 二审判
决工贸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工贸公
司竟然在二审审理期间隐瞒重大债务纠

纷事实， 违法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了公
司， 而且其资产负债表负债记录申报为
零。

执行法官对工贸公司股东所在村

社、公安机关、婚姻登记机关、车管所、房
管所、银行进行了“地毯式”调查走访，迅
速掌握到工贸公司法定代表人、 股东及
其配偶的财产线索。执行干警抓住机会，
兵分几路， 于同一时间对被执行人所有
的财产线索采取了查封、 冻结等强制措
施。

对赔偿款执行兑现已经感到绝望的

李某，在执行法官不轻言放弃的“全力追
讨”下，终于拿到了 94 万余元工伤赔偿
款。

当李某年迈的老父亲双手颤抖着接

过案款时，李某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受伤已逾四年，终于得到了补偿，李某喜
极而泣。

临近过年 ， 春晚的话题也
热了起来 ， 有一个是关于被称
为 “中国摇滚教父 ” 的崔健上
不上春晚的消息 ， 众说纷纭 ，
观众心态也很复杂 ， 欢欣 、 期
盼 、 蔑视甚至愤怒者都有之 ，
离经叛道的摇滚和盛世欢歌的

“主旋律 ” 春晚碰撞到了一起 ，
还真是比较吸引人的眼球。

春晚邀请崔健这事 ， 估计
假不了 ， 也能体现春晚新导演
冯小刚立意改革奉献一台新风

格春晚的想法 。 在春晚上 ， 什
么样的艺术形式都出现过 ， 唯
独摇滚是一直缺席的 ， 还有什
么能比摇滚出现在春晚舞台上

更能显示 “冯氏突破 ” 呢 ？ 这
个选择本身就很诱人 ， 也显得
春晚是一个很宽容的舞台。

而至于崔健自己 ， 去不去
春晚 ， 估计也是很纠结的 ， 不
然就不会出现那么多似是而非

的传闻 ， 一会儿是秘密排练 ，
一会儿是未过审 ， 一会儿是换
曲目 ， 虽然最终由崔健的经纪
人在微博上宣布崔健不上春晚，
尘埃落定 ， 但这暧昧博弈的过
程却耐人寻味。

闻听崔健退出春晚 ， 网上
出现了一条神评 ： 长出了一口
气 ， 就像自己的初恋差点被去
势 。 这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崔健
真实拥趸的心态 ， 似乎上了春
晚， 就是对摇滚的 “叛变”， 在
他们眼里 ， 具有叛逆精神的摇
滚一旦加入春晚的合唱 ， 就失
去了安身立命之本， 无异于 “同
流合污”。

也有人说， 即使崔健上了春
晚， “春晚还是你那个春晚， 但
崔健就不再是那个崔健了”， 意
即崔健没必要去 “■这趟浑水”，
因为他的地位并不会因为缺席春

晚而影响， 相反， 不上春晚， 反
而是 “成全” 了他自己， 特立独
行是崔健的标签， 上了春晚， 这
标签说不定就被讽刺地撕掉了。

这种一厢情愿的对立充满了

粉丝们对崔健的期待， 但事情果
真有那么严重吗？ 不消说崔健接
受春晚的邀请是个事实， 其实，
在这之前， 崔健也上过地方台的
春晚 ， 照这么说 ， 崔健早已经
“背叛” 了自己？ 把崔健和春晚
对立起来无疑是一种人格绑架。

但崔健确实与春晚这个舞台

的距离也不是那么容易弥合的，
据报道， 他退出春晚的原因是他
想唱的《一无所有》 的歌词没有
通过审查 ， 而又不愿意换那首
批判性稍低的 《花房姑娘》， 这
确实显示了崔健的风格———上

春晚没问题， 这只是一个舞台，
没必要附加太多的艺术外的含

义 ， 但是不尊重我的选择 ， 甚
至要我改歌词换曲目， 没戏！

春晚也不一定就是保守的代

名词， 它甚至也是充满了突破意
味的， 无论 1983 年春晚对 70 年
代末创作的歌曲 《乡恋 》 的开
禁， 还是 1984 年张明敏上春晚，
在中国流行文化史上都是有划时

代意义的， 这次对崔健的邀请也
许也是一种转变的开始。

崔健最终还是没能登
上春晚的舞台， 在春晚的
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去，
摇滚的反时代性特征也不
再那么清晰的今天， 之前
的争论或许是有点过度解
读的味道了。 但崔健这个
中国摇滚的标志性人物和
春晚的这种交集， 还是释
放出了一种信号， 一个真
正有包容性的时代也许还
很遥远， 但没人会放弃这
种期待。

公安部严肃查处部分地区非

法办理户口问题

日前，有媒体曝光安徽、江西等地内
外勾结非法办理“幽灵户口”的问题。 公
安部 1 月 23 日发布情况通报称，公安部
已成立专案组连夜开展工作， 现已抓获
部分涉案人员。

通报指出，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不
法分子钻了户口没有实现全国实时联网

监控和少数基层单位监管不力的空子，

而公安系统内部也存在害群之马和腐败

现象，公安机关将坚决严肃法纪，对违法
违规办理假户口的，发现一个查处一个；
涉嫌犯罪的，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据悉，去年以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
机关对“乱办证、办证难”问题开展了系列专
项清理整治工作， 发现和注销了 79万个重
复户口，并查处了一批违法违纪人员。

9 部门联合治理医药购销和
医疗服务不正之风

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发展改
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商务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9部门印发了《纠正医
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专项治理

工作实施意见》，力求在规范药品流通秩序
等方面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

实施意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部署：
严格规范医药购销行为， 切实降低部分
药械虚高价格， 继续推进医药卫生行业
发票使用情况专项整治工作， 持续加大
药品生产、流通领域监管力度；加强医疗
机构和医务人员监管， 规范诊疗服务行
为；加大源头治理力度，深化医疗保险制
度改革；严肃查处不正之风案件，保持查
办案件的高压态势， 深入治理医药购销
领域商业贿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