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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7月31日（总第6056期）

王福新：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天津市河东区房地产管理局
申请对你房屋拆迁强制执行一案，已经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4）东行非执字第36号行政裁定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行政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
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张亮、翁祖琛（平潭县人）：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林
碧芳申请执行被执行人张亮、翁祖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委托厦门信衡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被执行人张亮名下的座落于
厦门市思明区仙岳路241号1502室套房进行价格评估。现已作
出厦信衡房评字[2014]第F14005号住宅房地产估价报告书，评
估价为人民币315.24万元，现予公告送达，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日
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法委托拍卖机构对该
查封物进行公开拍卖。 [福建]平潭县人民法院

郑琴玉：本院在执行吴寿容等人与你民间借贷系列案中，拍
卖了你名下的坐落于福安市阳头阳春小区14幢2层B102、1层的
房屋，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安执行字第8-3号执行
裁定书（拍卖买受类）。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裁定自送达之日起即生效。 [福建]福安市人民法院

张仲林（公民身份号码440520196310200932）：本院已
受理汕头市澄海区乐华纸业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2014）汕澄
法溪执字第2号承揽合同纠纷执行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
有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4）汕澄法溪执字第2-1号执行裁
定书，裁定本案终结本次执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月即视
为送达。 [广东]汕头市澄海区人民法院

广州通联实业总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山好泰八八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广州通联实业总公司、中农信中
山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2）清中法执字第9-2号执行裁
定：解除对升华实业公司名下位于中山市西区升华路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号为：出1063号】的查封。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

初辉、许松：本院受理的崔保艳申请执行你抵押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桃法执执字第87号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 60日，即被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届满之日起 3日内，
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 [黑龙江]七台河市桃山区人民法院

湖北帝旺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宜昌分行诉湖北帝豪陶瓷有限公司、湖北帝旺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鄂宜昌中执保字第00075号民事裁定书、查封扣押财产
清单以及 （2014） 鄂宜昌中民二初字第 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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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徐建萍、李文卫：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林辉、杨辉、许志
红、丰建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四案，已作出（2014）汨执字
第 9-1、10-1、12-1、42-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公告拍卖你
们所有的位于汨罗市香樟御景住房一套。现依法向你们送达选
择评估、拍卖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公告期满后第三个工作日上午9时去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技术室采取随机方式选定评估、拍卖机构，并于公告期满后第
十个工作日上午9时进行现场勘查，届时评估机构将作出评估
鉴定。公告期满后第 40 日上午 9 时到本院技术室领取评估报
告，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依法拍卖上述财产，逾期不到则
视为你们放弃权利。 [湖南]汩罗市人民法院

湖南广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陈明俊：本院受理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安乡县支行申请执行常德仲裁委员会(2013)常仲裁字
第76号裁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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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南广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陈明俊：本院受理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安乡县支行申请执行常德仲裁委员会(2013)常仲裁字
第75号裁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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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艾华、吕小君：本院受理刘五生申请执行艾华、吕小君民
间借贷纠纷 （2014） 郴苏诉执字第 258号执行通知书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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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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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

桑明华：本院受理的叶浪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两案，
本院依法对你所有的九江市庐山区前进西路浔海花园C3栋 19
号房屋及房屋内装潢设施委托相关单位进行了价值评估，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庐价认鉴字（2014）第46号价格评估报告，评
估价值共计 248万元，你享有优先购买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责令你自公告届满后 3 日内履行还款义
务，逾期将依法拍卖上述房屋及房屋内装潢设施以清偿债务。

[江西]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
范承林：本院受理的张风兵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对你名下的坐落于苏州市吴中区郭巷街道通达路1555号11
幢203室房产进行了评估，评估价值为人民币1127300元。现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评估报告书、拍卖、变卖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应公告期满后
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如未不提出异议。本院将依法
公开拍卖、变卖上述房产。 [江苏]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孙井林、王立梅：本院受朝阳区人民法院委托，对孙井林所
有的位于榆树市正阳街及榆树市榆五公路南侧的房屋进行拍卖，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选定拍卖机构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日视为送达。请你们携带有效证件 （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自公告60日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到
本院第 38号法庭选定拍卖机构，逾期不至，视为自动放弃权
利，将按有关程序进行。同时告知你们在拍卖日到场，依法对评
估物拍卖处理。此标的物的利害关系人应在公告期内到本院主张
权利，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相关权利，本院依法拍卖处理，在拍卖

过程中，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标的物有相应幅度的降价，具体情
况详见刊登公告的报纸。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大君、谷金城：本院受农安县人民法院委托，对谷金城
所有位于农安县农安镇德彪小区B栋的房屋进行评估，现向你
们公告送达(2007)吉农民执字第 1536号、(2007)吉农民执字第
1550号案件的选定评估机构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请你携带有效证件（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自公
告60日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到本院第
38号法庭选定评估机构，逾期不至，视为自动放弃权利，将按
有关程序进行。同时告知你们在选定评估机构之后三日内来我
院确定现场勘查事宜，如有异议在其后三日内向本院提出，逾
期视为自动放弃相关权利，本院将组织现场勘查，届时鉴定机
构将作出初稿，你们应在初稿作出后三日内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对初稿有异议在领取之后十日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否
则视为对初稿认可，届时鉴定机构将作出正式报告，正式报告
出具七日后视为送达。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查封公告 本院依据（2009）长南法民执字第610号执行裁决
书，于2012年11月20日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长春天利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所有的坐落于长春市大马路长大小区11号楼三层（框架结
构10-17三层302），建筑面积为1，100平方米房屋。上述房屋没
有在产权管理部门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查封期限自2012年11月20
日至2014年11月20日止。现因执行需要对该房屋应继续查封，继
续查封的期限从2014年11月21日起至2015年11月21日止。在上
述期限内非经本院同意，任何人不得对被查封的房屋有转移、损
毁、变卖、抵押、典当、赠送等处分行为，否则，本院依法追究
其法律责任。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长春轮胎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执行人吉林省金城商业采购供
应站特种油经销处与你单位买卖合同纠纷执行一案，申请人吉林
省金城商业采购供应站特种油经销处申请执行（2013）长经开民
初字第 2057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2014）
长经开执字第314号限期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通知书及执行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3日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吉林]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楠：本院在执行大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州支
行与周家兵、张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大连久泰价估司鉴字 （2014） 第 006号估价报告

书，本评估报告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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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院将依法拍卖。

[辽宁]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
四川翰融资产投资管理公司：本院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2010）成民初字第856号民事判决书于2014年2月10日立案受
理申请人四川成都嘉和信担保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公司一案。执
行中，本院依法委托四川海林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你公司
从申请人处购买的位于成都市双流县籍田镇红阳村1社原四川省
二峨曲酒厂全部实物资产（含绿化）（申请人经司法处置取得）
进行评估，评估价为554.4519万元，评估情况详见评估报告。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川海评报（2014） 030号资产估价报告。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本院将对
评估资产进行处置。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程建军：本院受理原告程好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4） 婺民二初字第 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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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江西]婺源县人民法院

周少骏：本院受理原告周党发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临民初字第2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南站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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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
罗茶花、陈斌：本院受理原告黎全荣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临民
初字第 21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南站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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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西省抚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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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7 月 30 日，最高人民法
院公布了《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最
高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人接受了记者
采访，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

《解释》的出台有利于执行
工作的开展

问：制定《解释》的背景和目的
是什么？

答：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不断
完善和增强执行措施和手段，一些对
被执行人有威慑力的制度和机制相继
建立，限制高消费制度、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制度、网络查控机制等成为强制
执行的有力武器，有效地推动了执行
工作的开展。迟延履行利息制度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规定的执行措施。该制度在促
使债务人及时履行义务和补偿债权人
损失方面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既有
规定较为原则，导致各地法院理解不
同、做法不一，不仅损害了法律的统一
性和严肃性，也导致该项制度的作用
难以充分发挥。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自 2012 年
初开始，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组织人
员赴多地进行调研，起草了本解释初
稿。之后，我们多次征求全国人大法
工委、中国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的意
见；听取了部分法官和律师的建议。
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我们数易其
稿。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讨论通过本解释。

问：《解释》坚持的原则是什么？
答：我们在制定这部解释时主要

坚持了两项原则。一是法定原则。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明确规定，
被执行人迟延履行的，“应当”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通过文义
解释的方法，无论申请执行人是否申
请，法院都应当依职权计算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二是平等保护当事
人合法权益的原则。迟延履行利息制
度的任务在于促使债务人履行义务，
从而实现债权人的债权。虽然该制度
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但是，也不能过分加重债务人的负
担。如果利息负担过重，致使债务人放
弃偿债的努力，反而不利于及早实现
债权。因此，本解释从平等保护当事人
合法权益的原则出发，平衡了当事人
的利益，以求执行措施合理得当。

问：该解释与之前的有关规定有

何不同，有哪些新规定？
答：之前的有关规定散见于多个

司法解释之中，没有形成体系。《解
释》对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计算问
题作较为系统的规定。《解释》全文
共七条，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
如何处理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中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与一般债务利息的
关系；二是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
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三是特殊情况下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如
何计算。

本解释第一次明确规定了一般债
务利息与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关系，
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截止时间、
扣除期间，外币案件如何计算加倍部
分债务利息等；重新规定和细化了起
算时间、执行款项的清偿顺序等。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相关
规定

问：《解释》中的“一般债务利
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是什么
关系，如何计算？

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规定加倍计算后的“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是一个整体概念，包
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
倍部分债务利息两部分。

一般债务利息，是指在生效法律
文书中，根据实体法规定 （如合同
法）所确定的利息。例如：一份判决
确定，债务人应支付自双方签订合同
之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双方合
同约定的日万分之五的利率计算的利
息。那么，在本案中，按照日万分之
五计算的利息就是一般债务利息。应
当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金钱给付
案件都有一般债务利息，侵权损害赔
偿等案件通常就没有支付一般债务利
息的内容。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是指
在强制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因迟延
履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的规定而应多支付的利息。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采用单独的计
算方法，与一般债务利息的计算没有

关系。通俗地讲，就是两者“各算各的，互
不影响”。具体而言，计算一般债务利息，
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基数、起止时
间、利率等计算；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根据本解释规定的方法计算。

问：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基数
如何确定？

答：《解释》规定，基数不包含迟
延履行期间开始前的一般债务利息。因
为，在多数有一般债务利息的执行案件
中，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
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已经充分保护了
债权人的权益。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具有惩罚性，但惩罚应当适度，生效法律
文书指定履行期间届满前的一般债务利
息也作为计算基数，计算结果较高，不符
合平等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问：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为什么以固
定利率计算，为什么利率标准为日万分
之一点七五？

答：我们在制定本解释期间，恰逢
我国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2013
年7月20日起，我国全面放开金融机构
贷款利率管制。2013年 10月 25日，贷
款基础利率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正式运
行。贷款基础利率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
正式运行后，中国人民银行仍将在一段
时间内继续公布贷款基准利率，以引导
金融机构合理确定贷款利率，并为贷款
基础利率的培育和完善提供过渡期。从
长远看，中国人民银行可能不再公布贷
款基准利率，而现阶段的贷款基础利率
又不完善，我们认为较为妥当的方法就
是使用固定利率。而从国外立法看，有
的国家计算判决之债的利息采用的也是
固定利率。

本解释采用的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的
利率是以近十年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
贷款基准利率的平均值换算成日利率得
出的。该利率换算成年利率为 6.39%，
现行人民币三至五年（含五年）期的贷
款基准利率为6.40%，二者基本一致。

《解释》对债务人和债权人有
何影响

问：该《解释》不再以2倍的金融

机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结果会不会比根据之前规定
计算的利息少？这样能否体现惩罚性？
对债权人的权益是否有影响？

答：之前的规定，以2倍的金融机
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而本解释规定加倍部分债务利
息的利率标准基本与金融机构贷款基准
利率相同，单从利率的倍数上看是降低
了标准。但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多
少不仅与利率标准有关，而且与迟延履
行期间债务利息的构成内容有关。实际
上，根据本解释的方法计算的迟延履行
期间债务利息并不一定比之前规定的
少，相当一部分案件的结果反而会高。

首先，在有给付一般债务利息内容
的案件中，之前的规定较为原则，没有
明确一般债务利息与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的关系，处理两者关系，成为法官自由
裁量的范围。相当一部分执行案件在计
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时，要么根
据两者“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不计算加
倍部分债务利息，要么以2倍金融机构
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代替一般债务
利息。而《解释》明确了加倍部分债务
利息具有独立性，该利息不影响一般债
务利息的计算。债权人最终取得的利
息，除了一般债务利息，还有加倍部分
债务利息，这样就比之前规定的方法计
算的利息多。而在没有一般债务利息内
容的执行案件中，按照《解释》计算的
结果确实没有之前规定的高。但是，

《解释》适用的利率标准远高于存款利
率，与贷款基准利率基本一致，能够体
现对被执行人的惩罚，也能够适当补偿
债权人的利息损失。

其次，《解释》 确定的利率标准，
充分考虑了《解释》的制定背景和迟延
履行利息制度在整个执行制度体系中的
地位。之前的规定在制定时，并没有强
有力的执行威慑机制，执行手段有限，
迟延履行利息制度的相关规定，就只能
通过提高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形成压力
来促使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而制定

《解释》时，我们的执行制度和机制已
经大大丰富完善，执行措施更有力度，
网络查控机制、限制高消费制度和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等成为执行工作的有
力武器。基于这些考虑，我们将迟延履
行利息制度对被执行人的惩罚控制在适
当范围，着眼于通过各项措施的综合作
用，促使被执行人及时履行义务。

最后，本解释对迟延履行期间债务
利息的计算规定更明确具体，减少了法
律适用的模糊地带，这本身就是对债权
人权益的保护。

问：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
利息具体如何计算，能否举例说明？

答：好的。我简单举两个例子说
明。

例一：2015 年 6 月 30 日生效的法
律文书确定，债务人应在三日内支付债
权人借款本金10000元；支付自2015年
1月 1日始至借款付清之日止以日万分
之五计算的利息；债务人迟延履行的，
应当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债务人于
2015年9月1日清偿所有债务。

在这个案例中，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借款本金×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一般债务利息率×迟延履行期间的实
际天数+借款本金×日万分之一点七
五×迟延履行期间的实际天数（405元=
10000 × 0.05% × 60 + 10000 × 0.0175% ×
60）；迟延履行期间开始前的一般债务
利息=借款本金×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一般债务利息率×迟延履行期间开始前
的实际天数 （915 元=10000×0.05%×
183）。债务人应当支付的金钱债务为
11320元 （11320元=10000元+405元+
915元）。

例二：2015 年 6 月 30 日生效的法
律文书确定，债务人应在三日内支付债
权人侵权损害赔偿10000元；债务人迟
延履行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债务
人在2015年9月1日清偿所有债务。

在本案中，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损害赔偿数额×日万分之一点七
五×迟延履行期间的实际天数（105元=
10000×0.0175%×60）。债务人应当支付
的 金 钱 债 务 为 10105 元 （10105 元 =

10000元+105元）。
上述两个例子可以作为实践中计算

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参
考。

金钱债务与加倍部分债务利
息的清偿顺序

问：该《解释》确定了金钱债务与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清偿顺序，为什么
规定这样的清偿顺序？

答：本解释规定的被执行人财产不
能清偿债务，既指被执行人分次履行的
情形，也指被执行人的财产在参与分配
程序中不能清偿多份债务时的情形。

对于被执行人分次履行的情形，我
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规定
了并还原则。《解释》规定的是先本后
息原则。这是因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与一般债务利息不同，计算加倍部分债
务利息只是一项执行措施，相比生效法
律文书所确定的债权较为次要。所以，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应当后于生效法律文
书所确定的债权受偿。

参与分配程序中被执行人财产不足
以清偿所有债务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的清偿顺序也应当根据本解释确定。

特别说明的是，《解释》规定的清
偿顺序，仅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与其他
金钱债务的清偿顺序。如，一件借款合
同纠纷案件，法院执行的金钱债务有本
金、一般债务利息、实现债权的费用和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四部分。根据 《解
释》的规定，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应当最
后清偿，而本金、一般债务利息和实现
债权的费用三部分则可以参照我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二）》的有关规定确定顺
序清偿。

当然，当事人对清偿顺序另有约定
的，应当根据约定的顺序清偿。

问：在金钱给付案件中，有一部分
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给付外币的案件，
这类案件如何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答：这部分案件也应当根据本解释
一般规定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但外币案件有其特殊性，需要解决
以何种货币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以
及汇率风险由谁承担两个特殊问题。对
这两个问题，《解释》本着对债权人有
利的原则进行了规定。本解释规定原则
上应当以外币计算，但债权人选择以人
民币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人民法
院应当准许。如此规定，就是让被执行
人承担汇率风险。

为规范执行程序中迟延履行期间
债务利息的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结合司法
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规定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
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
息。

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
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给付该利息的，
不予计算。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
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
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

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
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第二条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自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
之日起计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分
期履行的，自每次履行期间届满之
日起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履
行期间的，自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
计算。

第三条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
至被执行人履行完毕之日；被执行人
分次履行的，相应部分的加倍部分债
务利息计算至每次履行完毕之日。

人民法院划拨、提取被执行人的
存款、收入、股息、红利等财产的，
相应部分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至

划拨、提取之日；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
财产拍卖、变卖或者以物抵债的，计算
至成交裁定或者抵债裁定生效之日；人
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财产通过其他方式变
价的，计算至财产变价完成之日。

非因被执行人的申请，对生效法律

文书审查而中止或者暂缓执行的期间及
再审中止执行的期间，不计算加倍部分
债务利息。

第四条 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足以清
偿全部债务的，应当先清偿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金钱债务，再清偿加倍部分债

务利息，但当事人对清偿顺序另有约定
的除外。

第五条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给付外
币的，执行时以该种外币按日万分之一
点七五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但申请
执行人主张以人民币计算的，人民法院
应予准许。

以人民币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的，应当先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外币
折算或者套算为人民币后再进行计算。

外币折算或者套算为人民币的，按
照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起算之日的中国外
汇交易中心或者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机构
公布的人民币对该外币的中间价折合成
人民币计算；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或者中
国人民银行授权机构未公布汇率中间价

的外币，按照该日境内银行人民币对该
外币的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或者该外
币在境内银行、国际外汇市场对美元汇
率，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进行套
算。

第六条 执行回转程序中，原申请
执行人迟延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
按照本解释的规定承担加倍部分债务利
息。

第七条 本解释施行时尚未执行完
毕部分的金钱债务，本解释施行前的迟
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按照之前的规定计
算；施行后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按
照本解释计算。

本解释施行前本院发布的司法解释
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
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4年6月
9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619 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4年8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4年7月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4年6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19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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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迟延履行利息制度作用 积极推动执行工作有效开展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人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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