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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11月6日（总第6144期）

申请人舞钢市远诚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因所持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遗失 （票号 31300052/24553835；出票金额 1 500 000元；
出票人北京市新广厦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为陕西龙门钢
铁有限责任公司;出票日期 2014 年 4 月 25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4年 10月 25日；付款行北京银行复兴支行） 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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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内，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青岛华电锅炉辅机有限公司因所持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遗失（票号30400051/21686434；金额126 000元；出票人九
源天能(北京)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收款人青岛华电锅炉辅机有
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4 年 9 月 24 日；到期日 2015 年 3 月 24
日；付款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
十九条之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160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做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内，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青岛华电锅炉辅机有限公司因所持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遗失（票号30400051/21686432；金额340 000元；出票人九
源天能(北京)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收款人青岛华电锅炉辅机有
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4 年 9 月 24 日；到期日 2015 年 3 月 24
日；付款行华夏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
十九条之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160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做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内，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市九州神通线缆有限公司因所持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遗失 （票号 30200053/21522550；出票金额 50 000元；出
票人北京能泰高科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廊坊恒盛环
保设备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4年 4月 24日；到期日 2014年
10月 22日；付款行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务中心） 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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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依法做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内，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茂县鑫新能源有限公司因所持银行承兑汇票一张遗
失 （票号 30500053-23876480；金额 100 000 元；出票人南车
成都机车车辆有限公司；收款人成都金克星气体有限公司；出
票日期2014年5月21日；到期日2014年11月21日，付款行中
国民生银行北京首体南路支行）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
之规定，现予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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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做出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内，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蒂汭特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因转账支票丢
失，该票据记载：票号 30821784、票面金额 63872元、出票人
北京隆泰天润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持票人同申请人、背书人未
背书，签发日期 2014年 10月 22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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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号码为 31300051/33069485，金额为 87400.00 元，出票日期为
2014年9月18日，出票人为贵州意通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付款
行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申请人。现申请人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
日起至2015年3月1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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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成大（上海）化工有限公司因将其持有的银行承兑

汇票不慎丢失，票据记载：出票行为巩义浦发村镇银行、出票
日期为 2011年 10月 18日、票号为 3200005120626224、票面金
额为2万元、出票人为巩义市昌达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巩义市亿鑫隆工贸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2年4月18日

的银行承兑汇票不慎丢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现依法予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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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巩义市人民法院

申 请 人河南润旺贸易有限公司因 其 持 有 的 票 号 为
30600051/21148505、出票金额为伍拾万元、出票人为鹤壁市
鹤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4年 10月 15日、
收款人为鹤壁鹤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5
年4月15日、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广发银行郑州分行银
基支行本部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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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百特莱德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
兑汇票一张（出票日期：2014年5月22日，出票人：中冶南方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出票人账号：17039201040003757，付款
行：农行武汉民院支行，收款人：北京百特莱德物料输送技术
有限公司，收款人账号：0200234509020132117，收款人开户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华贸中心支行，票号：10300052/
24417508，票面金额：597000 元，汇票到期日：2014 年 11 月
22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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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湖北]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北铸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因遗失 10200052/

23466845银行承兑汇票一张，于 2014年 10月 16日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已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为
10200052/23466845、出票人为湖北美亚达集团金诺机械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湖北铸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金额50000元、出票日
期2014年9月25日、汇票到期日2015年3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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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谷城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青岛海尔家居集成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票据记载：银行承
兑汇票号码为 31400051/25000956，出票人宜昌市雅兴商贸有
限公司，收款人青岛海尔家居集成股份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人
民币壹佰陆拾叁万元整，出票日期 2014年 6月 4日、汇票到期
日 2014年 9月 3日，付款银行三峡农村商业银行西陵支行的银
行承兑汇票。现予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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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青岛海尔家居集成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票据记载：银行承
兑汇票号码为 31400051/25000957，出票人宜昌市雅兴商贸有
限公司，收款人青岛海尔家居集成股份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人
民币贰拾贰万元整，出票日期 2014 年 6 月 4 日、汇票到期日
2014年 9月 3日，付款银行三峡农村商业银行西陵支行的银行
承兑汇票。现予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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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青岛海尔家居集成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票据记载：银行承
兑汇票号码为 31400051/25000955，出票人宜昌市雅兴商贸有
限公司，收款人青岛海尔家居集成股份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人
民币叁佰贰拾陆万元整，出票日期 2014年 6月 4日、汇票到期
日 2014年 9月 3日，付款银行三峡农村商业银行西陵支行的银
行承兑汇票。现予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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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巫溪县远大水利电力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因不慎遗失
票号为 31300052 （20198955），出票日期为 2013 年 4 月 19 日，
汇票到期日为 2013年 10月 19日，出票金额为贰佰万元，出票
人为湘电风能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北京银行长沙分行，收款人
为艾尔姆风能叶片制品（天津）有限公司，最后持票人为申请
人巫溪县远大水利电力产业有限责任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
日起60日之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做出除权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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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金崇光药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一张，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票据记
载付款行工行长沙星沙支行,票号22705825,金额654900元,出票
日 2014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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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长沙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清徐县三佳型煤加工厂因不慎遗失中信银行太原分
行清算中心签发的票号为 30200053 22104774 （出票日期为
2014年7月25日，票面金额为伍万元整，出票人山西创景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人太原创联混凝土机械有限公司）的银
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
法予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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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清徐县三佳型煤加工厂因不慎遗失中信银行太

原分行清算中心签发的票号为 30200053 22104771 （出票日
期为 2014 年 7 月 25 日，票面金额为伍万元整，出票人山西
创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人太原创联混凝土机械有
限公司） 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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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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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已于2014年9
月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25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4年
11月6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4年10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
（2014年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25次会议通过）

法释〔2014〕13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为进一步规范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
的执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人民法院执行
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刑事裁判涉财
产部分的执行，是指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
裁判主文确定的下列事项的执行：

（一）罚金、没收财产；
（二）责令退赔；
（三）处置随案移送的赃款赃物；
（四）没收随案移送的供犯罪所用本

人财物；
（五）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相

关事项。
刑事附带民事裁判的执行，适用民事

执行的有关规定。
第二条 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由第

一审人民法院执行。第一审人民法院可
以委托财产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执行。

第三条 人民法院办理刑事裁判涉
财产部分执行案件的期限为六个月。有
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
可以延长。

第四条 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中可能
判处被告人财产刑、责令退赔的，刑事审
判部门应当依法对被告人的财产状况进
行调查；发现可能隐匿、转移财产的，应当
及时查封、扣押、冻结其相应财产。

第五条 刑事审判或者执行中，对于
侦查机关已经采取的查封、扣押、冻结，人
民法院应当在期限届满前及时续行查封、
扣押、冻结。人民法院续行查封、扣押、冻
结的顺位与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
顺位相同。

对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
人民法院执行中可以直接裁定处置，无需
侦查机关出具解除手续，但裁定中应当指
明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事实。

第六条 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裁
判内容，应当明确、具体。涉案财物或者
被害人人数较多，不宜在判决主文中详细
列明的，可以概括叙明并另附清单。

判处没收部分财产的，应当明确没收
的具体财物或者金额。

判处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应当明确
追缴或者退赔的金额或财物的名称、数量
等相关情况。

第七条 由人民法院执行机构负责
执行的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刑事审判部
门应当及时移送立案部门审查立案。

移送立案应当提交生效裁判文书及
其附件和其他相关材料，并填写《移送执
行表》。《移送执行表》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被执行人、被害人的基本信息；
（二）已查明的财产状况或者财产线

索；
（三）随案移送的财产和已经处置财

产的情况；
（四）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情况；
（五）移送执行的时间；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人民法院立案部门经审查，认为属于

移送范围且移送材料齐全的，应当在七日
内立案，并移送执行机构。

第八条 人民法院可以向刑罚执行
机关、社区矫正机构等有关单位调查被执
行人的财产状况，并可以根据不同情形要
求有关单位协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划
拨等执行措施。

第九条 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执行
刑事裁判生效时被执行人合法所有的财
产。

执行没收财产或罚金刑，应当参照被
扶养人住所地政府公布的上年度当地居
民最低生活费标准，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

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
第十条 对赃款赃物及其收益，人民

法院应当一并追缴。
被执行人将赃款赃物投资或者置业，

对因此形成的财产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
予追缴。

被执行人将赃款赃物与其他合法财
产共同投资或者置业，对因此形成的财产
中与赃款赃物对应的份额及其收益，人民
法院应予追缴。

对于被害人的损失，应当按照刑事裁
判认定的实际损失予以发还或者赔偿。

第十一条 被执行人将刑事裁判认
定为赃款赃物的涉案财物用于清偿债务、
转让或者设置其他权利负担，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追缴：
（一）第三人明知是涉案财物而接

受的；
（二）第三人无偿或者以明显低于

市场的价格取得涉案财物的；
（三）第三人通过非法债务清偿或

者违法犯罪活动取得涉案财物的；
（四）第三人通过其他恶意方式取

得涉案财物的。
第三人善意取得涉案财物的，执行

程序中不予追缴。作为原所有人的被
害人对该涉案财物主张权利的，人民法
院应当告知其通过诉讼程序处理。

第十二条 被执行财产需要变价
的，人民法院执行机构应当依法采取拍
卖、变卖等变价措施。

涉案财物最后一次拍卖未能成交，
需要上缴国库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有
关财政机关以该次拍卖保留价予以接
收；有关财政机关要求继续变价的，可
以进行无保留价拍卖。需要退赔被害
人的，以该次拍卖保留价以物退赔；被
害人不同意以物退赔的，可以进行无保
留价拍卖。

第十三条 被执行人在执行中同
时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其财产不

足以支付的，按照下列顺序执行：
（一）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

用；
（二）退赔被害人的损失；
（三）其他民事债务；
（四）罚金；
（五）没收财产。
债权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优先

受偿权，其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
应当在前款第（一）项规定的医疗费用
受偿后，予以支持。

第十四条 执行过程中，当事人、
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
定，或者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足以
阻止执行的实体权利，向执行法院提
出书面异议的，执行法院应当依照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处
理。

人民法院审查案外人异议、复议，
应当公开听证。

第十五条 执行过程中，案外人
或被害人认为刑事裁判中对涉案财物
是否属于赃款赃物认定错误或者应予
认定而未认定，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
异议，可以通过裁定补正的，执行机构
应当将异议材料移送刑事审判部门处
理；无法通过裁定补正的，应当告知异
议人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办理刑事裁
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刑法、刑事诉
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没有相应规定
的，参照适用民事执行的有关规定。

第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发
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
本规定为准。

2014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
了《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
规定》（以下简称《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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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制定《规定》的背景和把握的原则
是什么？

答：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
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虽有规定，但总的来
看规定过于原则，标准难以把握，这种状况
严重制约了人民法院对刑事裁判涉财产部
分的执行，对于执行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迫切需要作出司法解释予以规范。为
解决以上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在深
入调研的基础上起草了本规定初稿。经过
广泛征求意见，慎重研究，反复修改，最高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本规定。

在《规定》的起草中，我们着重把握以
下原则：一是确保相关规定符合立法精
神，并充分考虑与其他司法解释和规范性
文件相互衔接；二是弥补现有规定以及单
纯适用民事执行规定的不足；三是遵循刑
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规律和特点，确
保规定符合执行工作实际；四是主要就现
已达成共识的问题予以规定，而对于争议
较大、把握不准的问题，留待将来再作进
一步规范。

问：《规定》明确由执行机构负责执行
的事项有哪些？

答：关于财产刑，现行司法解释已经明
确由人民法院执行机构负责执行。但是，
刑法第六十四条所规定的非刑罚类强制措
施的执行，尚无明确规定。长期以来司法
机关以及人民法院各部门之间对该类案件
的执行分工不明，权限不清，该类刑事裁判
未能得到有效执行。《规定》从维护生效法
律文书权威的大局出发，兼顾审判、执行现
有协作机制，明确规定罚金、没收财产、责
令退赔、处置随案移送的赃款赃物、没收随
案移送的供犯罪所用本人财物以及具备继
续追缴条件的案件，由人民法院执行机构
负责执行。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是在刑事诉讼
程序中解决民事赔偿问题，本质上应归类
于民事案件，适用民事执行的相关规定，民
事诉讼法和相关民事执行规定已将其纳入
其中，故《规定》未将其列入刑事裁判涉财
产部分的执行范围。

问：不同司法机关对同一案件的查封、
扣押、冻结的效力如何有效衔接？

答：在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冻结期限
届满前，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此时人民法
院能否直接处置侦查机关查封的财产、是
否需要侦查机关出具解除查封的手续，一
直存在疑问和障碍。实践中，金融机构或
者房地产管理部门等协助执行单位，往往
将公、检、法不同司法机关对同一刑事案
件涉案财产的查封、续行查封，视为轮候
查封或者重新查封，从而影响原查封顺位
的效力。在侦查机关查封、其他案件执行
法院轮候查封的情况下，如果将刑事案件
执行法院的续行查封视为新的查封，将导
致该查封被轮候在其他法院的查封之后，
影响刑事案件的执行。对于人民法院直
接处置侦查机关查封的财产，有关单位不
予协助执行，而是要求侦查机关出具相关
手续。执行中，案外人对侦查机关的查
封、扣押、冻结提出异议，应由哪个司法机
关进行审查亦无明确规定。为解决以上
问题，本规定明确了不同司法机关对同一
案件的查封、扣押、冻结，续行查封、扣押、
冻结的效力前后衔接。由此，人民法院执
行中可以直接裁定处置侦查机关查封的
财产，无需侦查机关出具解除手续；人民
法院续行查封、扣押、冻结的顺位与侦查
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顺位相同；执行中
案外人对侦查机关的查封、扣押、冻结提
出异议的，应当由执行机构审查处理。

问：如何建立人民法院审判、立案、执
行的协作机制？

答：对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案件如
何启动执行程序，现有司法解释的规定过
于原则，有必要建立人民法院审判、立案、
执行等不同部门之间的协作机制。

一是为保证判决后的顺利执行，刑事
审判中对于可能判处被告人财产刑、责令
退赔的，刑事审判部门应当依法对被告人
的财产状况进行调查，必要时及时查封、扣
押、冻结其相应财产。

二是作为刑罚执行依据的裁判文书，
判项内容必须明确、具体，满足可执行性的
要求。针对审判实践中存在执行依据不规
范的种种情况，本规定对刑事裁判文书的

制作提出了具体的规范要求。
三是列入本规定执行范围的案件，依

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第
一审人民法院刑事审判部门应当在刑事判
决生效或者收到生效的刑事裁判后十日内
将执行事项移送立案部门审查立案。判处
罚金刑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刑事审判部门
应当在生效刑事裁判指定的履行期限届满
后十日内移送执行。

四是对于移送执行的案件，本规定设
计了《移送执行表》，要求刑事审判部门将
移送执行的主要内容予以列明，尽可能提
供被执行人更多的相关信息，便于执行机
构执行。

五是参照我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8条第2款
关于民事案件执行立案期限的规定，要求
立案部门在七日内审查立案。

问：执行没收财产应遵循哪些基本原
则？

答：没收财产的执行，应当把握以下原
则：

1.没收财产，应当执行被执行人个人
所有的合法财产，不得没收属于被执行人
家属所有或者应有的财产。被执行人在共
有财产中的应有份额，应当依据有关民事
法律的规定确定。

2.没收财产，应当执行刑事裁判生效
时被执行人已有的财产，对被执行人的现
有财产实行一次性没收，不得将被执行人
服刑期间或是刑满释放后所取得的财产予
以没收，否则不利于被执行人刑满释放后
回归社会，重新生活。

3.对被执行人的财产，如果刑事裁判
没有认定为违法所得，原则上都应当推定
为合法财产。执行机构应当严格依照生效
刑事裁判所认定的事实和判项内容予以执
行，不能以执代审。

4.刑法第五十九条规定了“没收全部
财产的，应当对被执行人及其扶养的家属
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这是我国刑罚人道
主义的体现。为贯彻“生道执行”的理念，
本规定中明确规定，单处罚金的执行亦应

对被执行人及其扶养的家属保留必需的生
活费用。

5.关于“必需的生活费用”标准，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
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七条关于

“保障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最低生活
标准所必需的居住房屋和普通生活必需
品”的规定，应当按照被扶养人住所地政府
公布的上年度居民最低生活费标准掌握。
涉及保留的年限以及是否保留被执行人生
活必需品等问题，因情况较为复杂，具体适
用的标准难以统一，可由执行法院视具体
案情灵活掌握，待总结经验后再作规范。

问：执行程序中如何把握赃款赃物转
化形态后的追缴问题？

答：刑法第六十四条对违法所得的追
缴、发还被害人，仅作了原则性规定，执行
中标准难以把握，本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以
下内容：

一是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对
赃款赃物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当一并追
缴。此为刑事追缴的基本原则。其中“收
益”包括赃款赃物的自然孳息、法定孳息以
及将赃款赃物置业、投资所获取的租金、股
金分红等物质利益。

二是被执行人将赃款赃物单独投资或
者置业，在赃款赃物已经转化形态的情况
下，不能仅将投资或置业的赃款赃物本金
追缴，应当对因此形成的资产及其收益予
以追缴。

三是被执行人将赃款赃物与本人或者
他人的合法财产共同投资或者置业，不能
仅将投资或置业的赃款赃物本金追缴，也
不能对所投资或置业形成的资产直接追
缴，应当对因此形成的财产中与赃款赃物
所对应的份额及其收益予以缴追。

四是对于赃款赃物的收益部分，适当
发还被害人具有一定合理性。由于刑事财
产执行适用民事执行的迟延履行责任无法
律依据，同时，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退
赔，仅是对被害人被非法侵占、处置财产的
等价赔偿，而不包括其他损失的赔偿，执行
中应当按照审判中的标准予以处理，即依

据刑事裁判认定的被害人实际损失予以
返还或赔偿。赃款赃物产生的收益则上
缴国库。

问：刑事财产的变现处置程序与民
事执行有什么不同？

答：针对刑事案件财产变现处置
难度大的特点，本规定作出了不同于
民事执行的特殊规定：一是原则上遵
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
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进行评估、
拍卖；二是在拍卖未能成交的情况下，
因执行财物的变价款直接涉及债权人
的利益，应当充分尊重权利人的意愿，
由其自行决定是否以最后一次拍卖保
留价接收执行财物；三是在权利人不
同意接收的情况下，为尽快变现，发挥
物的效用，同时避免增加财物的保管
成本，可不拘于民事执行拍卖程序的
一般规定，实行无底价拍卖，直至最终
拍卖成交为止；四是为避免给国家或
者当事人造成无谓的经济损失，执行
中应当避免无益拍卖。

问：在被执行人同时承担多项清偿
义务时，如何合理确定执行顺位？

答：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
释均已明确规定，民事债务的执行优先
于财产刑的执行。相关规定体现了在民
事责任、刑事责任出现竞合时，民事责任
优先的原则。对于民事债务、民事赔偿
或刑事赔偿，实践中也需要进一步确定
其顺位。

一是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用。
该费用是用于受害人抢救、治疗而支出
的费用，为体现对受害人生命权、健康权
的特别保护，按照权利实现的紧急程度
和必要程度，应当优先支付。

二是抵押权优先问题。债权人对
执行标的享有抵押权的，对其抵押权应
优先予以保护，但是，其优先受偿权不得
优先于医疗费用的支付。

三是刑事退赔。由于刑事案件的
被害人对于遭受犯罪侵害的事实无法预
测和避免，被害人对被非法占有、处置的

财产主张权利只能通过追缴或者退赔予
以解决，在赃款赃物追缴不能的情况下，
被执行人在赃款赃物等值范围内予以赔
偿，该赔偿优先于其他民事债务具有合
理性。

关于罚金与没收部分财产的执行
顺位，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十条的规
定，附加刑种类不同的，应当分别执行。
依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罚金和没收
全部财产的合并执行，只执行没收全部
财产刑。对于判处罚金和没收部分财产
的情况，如果先执行没收部分财产，后执
行罚金，将会导致轻罪刑罚的执行反而
更重，重罪重罚难以体现。从量刑与执
行的平衡考虑，在被执行人有限的财产
范围内，先执行罚金刑，后执行没收部分
财产刑更能体现公平原则，如果现有财
产能够满足罚金刑的执行，也避免了在
被执行人刑满释放后对其罚金的随时追
缴。

问：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中，
如果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依
照何种程序处理？

答：对刑事案件案外人异议如何审
查处理，一直是执行中的难点、重点问
题。在民事执行中，如果案外人对执行
标的提出异议的，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先由执行机构审
查并作出裁定，申请执行人或案外人对
裁定不服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起债权
人异议之诉或者案外人异议之诉。因
此，异议之诉必须有申请执行人作为原
告或者被告参加诉讼。由于有些刑事
财产执行案件中无申请执行人，如果要
进入异议之诉，也缺乏相应的诉讼当事
人。虽然在理论上可由检察机关或财
政部门代表国家作为申请执行人，但在
目前尚无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最高
法院的司法解释难以作出相应规定。
而对该问题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
十五条的规定，不需要区分有无被害
人，可一律通过异议、复议程序审查处
理，程序简便、统一。鉴于此，本规定对
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中的案
外人异议，设计了不同于民事执行案件
的处理程序，是在现行法律框架之下，
相对较为合理的选择。为确保程序公
正，为各方当事人提供充分的程序保
障，本规定要求人民法院审查处理案外
人异议、复议，应当公开听证。

规范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 维护刑罚的严肃性和当事人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人就《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张伟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