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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砥砺奋进勇破执行难
本报记者 王军忠

2016年以来，辽宁省大连市两级法院紧紧围绕“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目标，坚持服务和保障
大连经济社会发展和供给侧改革大局，应势而谋，多措并举，迎难而上，全面向执行难宣战，取得阶段性成效。2016
年全市法院新受理执行案件49480件，执结31402件，同比分别增长24.5%、27.5%；执结到位标的额60.75亿元，同比
增长49.1%。

严厉打击拒执 形成高压态势

科技引领 让执行提速增效

信用惩戒 让“老赖”处处受限

对症下药 让特殊“老赖”无处可躲
大连中院发布的《关于敦促特殊被

执行主体履行义务的公告》“是对中办、
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
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
见》相关要求的具体化，加大了对‘特殊
主体’失信的惩戒力度，增加了其失信成
本。”这是《中国纪检监察报》对该《公
告》作出的高度评价。

在执行过程中，部分党政机关、公职人
员以及其他具有特殊地位和身份的被执行
人面对法院生效裁判确定的义务，不是模
范地自觉履行，而是利用自身优势做起了
特殊“老赖”，如何破解涉特殊主体案件执
行难是大连中院党组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治顽疾需要新药方。要加强对涉
特殊主体案件执行的调研，有针对性地
寻求破解涉特殊主体案件执行难和惩戒
特殊老赖的良计妙策，决不能让特殊‘老
赖’继续赖下去。”周焱强调。

大连中院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参
照中办、国办《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
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
见》，结合执行工作实际，制定了《关于涉
特殊主体案件执行工作规定》，并再次以
公告的形式向社会公开发布。该《规定》
其核心内容是对特殊被执行主体，人民
法院除对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予以
信用惩戒外，一律将其失信信息抄送其
所在单位或上级组织、人事和纪检监察
部门，并建议按相关规定予以党纪政纪
处理，在个人进步、晋职晋级、荣誉承载
和代表资格取得等方面予以限制、禁止
或撤销。《规定》发布后，大连中院及时跟
进，将44名涉特殊主体案件的自然人和
15 个单位抄报中共大连市纪律检查委

员会。
牛刀小试，初露锋芒。随着该《规

定》的公开发布及措施跟进，一件件涉特
殊被执行主体案件接踵而至地得到有效
执结。

被执行人吕某 1000 万元到期债权
在第三人吉林省某市政府，执行法官曾
先后 10 余次远赴该市协商配合法院执
行，但该市政府以各种理由推诿，致使案
件久执不结。《规定》发布后，执行法官再
次来到该市，将刊登在大连日报上的该

《规定》原版连同其他法律文书一起送至
该市政府主管领导手中，并对《规定》内
容逐一示明。10日之内，该市政府便将
1000万元汇入法院账户。

申请执行人董某与被执行人瓦房店
市某村民委员会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纠纷一案，法院判决某村民委员会向受
害人亲属赔偿生活费等 30 万余元。判
决生效后，该村民委员会一直拒不履
行。2013年1月，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
执行法官多次督促该村委会主要负责人
依法履行义务，但该负责人始终态度消
极。该《规定》发布后，执行法官按照《规
定》内容要求，以司法建议书的形式将其
失信信息抄送其上级主管和纪检监察部
门，并建议对该负责人依法依纪追究其
党纪政纪责任，建议取消其人大代表资
格。原本拒不执行的该负责人得知这一
消息后,态度迅速转圜，主动联系执行法
官履行了赔偿义务，一起 4年久执未果
的“骨头案”一朝化解。

据统计，该《规定》发布一个月时间，
就有 23 件涉特殊主体执行案件得到有
效执结，执结到位金额2666.8万元。

长期以来，相当部分的被执行人
或相关人员诚信意识缺失、法治意识
淡薄，极尽所能规避执行成为常态，
且有些被执行人抗拒执行、阻碍执行
甚至暴力抗拒执行，严重妨害了人民
法院执行工作的开展，成为长期困扰
人民法院工作的“痼疾”和“毒瘤”。

“依法运用执行强制力，实现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是坚持司法为
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实现社
会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在2016年
5 月召开的两级法院执行工作会议
上，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周焱代
表该院党组明确要求，“两级法院要深
入开展‘一打三反’活动，突出执行工
作的强制性，始终保持对拒执行为严
厉打击的高压态势，坚决打通执行工
作的‘最后一公里’，为大连经济社会
发展、供给侧改革和‘两先区’建设提
供强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从这一思路出发，大连中院以问
题为导向，积极与公安、检察机关协
商，促成公、检、法三机关联合出台了

《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案
件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明确了三
机关在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
案件中各自职责和处置程序，形成了
共同打击拒执行为的合力。同时在全
市法院集中开展打击拒执违法犯罪行

为活动，用准用足司法拘留、罚款、强制
拘传、强制搜查、强制审计、强制腾退等
执行措施，形成了打击拒执行为的高压
态势。

被执行人刘某在法院判决生效的情
况下，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并先后以自伤自残和扬言自焚等手
段，阻碍法院执行。2016年 10月 19日
被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一审以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被执行人王某在执行过程中隐瞒财
产，规避执行，2016年11月23日法院依
法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
机关侦查后对王某采取刑事拘留措施，
迫于强大压力，王某清偿了全部义务。

……
一件件严厉打击“老赖”的鲜活案

例不断向社会展示着全市法院执行工作
的力度、成果和执行法官勇于担当、敢
于亮剑的精神风貌。

至 2016年 12月底，大连全市两级
法院共对534名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实
施司法拘留，将 58 名涉嫌拒执犯罪的
被执行人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其中有3名被执行人被法院以拒执罪判
处有期徒刑，1 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缓刑一年，另有 29 名被执行人迫
于追究刑事责任的压力，在公安机关立
案侦查阶段主动履行了法律义务。

“曹法官，请把被执行人周某的限
制出境措施撤了吧，他已经把460万元
执行款全部履行了。”2016年11月的一
天，申请执行人林某主动找到大连中院
执行法官曹洪涛请求撤销对周某的限制
出境措施。

这是一个从事外贸经营的“老赖”。
该案执行标的额460万元，进入执

行程序后，大连中院执行局依法对被执
行人周某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由于周某
及其企业主要从事外贸进出口贸易，限
制出境措施严重影响了其商务活动空
间，周某迫于压力于 2016年 11月主动
向申请执行人履行了全部法律义务。

2016 年以来，大连中院为进一步
加大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纳入、发布力
度，创新实行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反向
审批”制度，对符合纳入失信名单条件
的被执行人，不依申请执行人申请为前
提条件，执行法官可依职权将其一律纳
入，对拟不纳入失信名单的失信被执行
人，一律报经局长审批，以倒逼失信名
单制度落地生根开花结果。2016 年，
全市两级法院共将25504个被执行人纳
入失信名单，并通过各种传统媒体和新

媒体，以及在市内繁华地段、商业网
区、地铁公交站点及“老赖”居住社区
等场所曝光失信被执行人失信信息及其
头像，同时从交通工具的选择、高消
费、出入边境、融资信贷、投资置产、
项目审批等方面进行信用惩戒，真正使
老赖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在多元化曝光
和惩戒措施的双重威慑下，有 1178 件
案件的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了义务，履行
到位金额1.88亿元。

“执行工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要不断对被执行人施加压力，促进执行
工作向深度和广度进军。”大连中院党
组对执行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按照大连中院党组的要求，大连中
院执行局整合有关打击拒执行为的法律
规定、最高法及国家有关部门联合惩戒
失信被执行人的制度安排，制作了《关
于敦促被执行人履行法律义务的公
告》，进一步细化了制裁、打击拒执行
为措施的内容和信用惩戒的具体事项。
该《公告》在媒体广泛报道的基础上，
大连中院还将公告全文在大连主流媒体
予以全文刊发，有力震慑了“老赖”，
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应。

“中大奖了！一下子搞定了 4200
多万元啊，真是太神奇了！”2016年
9月，大连中院执行法官杨威通过该
院执行网络查控系统对某被执行人的
银行财产向大连某银行提起查询时，
只见专职查询人员轻点鼠标，将被执
行人的有关信息引入查询系统后，被
执行人的银行财产信息瞬间呈现在了
眼前，专职查询人员随即对 4200 万
元的银行资金予以冻结，促使案件高
效执结。

“这如果在以前还不知道要跑多
少腿呢，现在足不出户就搞定了，
真想手舞足蹈一番啊。”杨威激动地
说。

大连中院把执行网络查控系统建
设作为“智慧法院”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先期建成执行网络查控系统
后，充分发挥其在执行过程中的“利
器”作用，2016 年两级法院通过执
行网络查控系统共提起案件查询
46667 件，查询被执行人 56962 人
次，查询反馈账户金额 3470 余亿
元，冻结账户金额4.4亿元。

2016年，大连中院在不断完善执
行网络查控系统功能的基础上，高标
准地全力推进执行指挥中心建设，于
当年 6 月，两级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建
设全部完成，具备了执行案件流程管
理、信用惩戒、远程指挥、网络查控、现
场监督及决策分析等功能，使执行工

作从车轮时代逐步迈进信息时代。
“法院运用网络化、可视化科技手

段执行办案，为法院执行工作提速增
效提供强有力的科技引领和支撑。”大
连市人大代表张玉良如此评价法院执
行工作。

与此同时，大连中院积极回应大连
推进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的司法需求，
分别出台了《为大连区域性金融中心建
设提供司法服务保障的意见》和《加快
涉金融案件执行的意见》，充分运用代
清偿、依法拍卖公司持有的股权、股
票，以及资产使用权抵债等措施。强力
开展“百日执行会战”活动，两级法院
执行干警充分利用清晨、夜间、周末突
击围堵等执行措施，共将 752 名“老
赖”拘传到法院，其中对126名采取司
法拘留措施，有491件案件的被执行人
迫于压力主动履行了义务，案件执结率
比平时翻了一倍。强化终本案件管理，
从 2016年 4月始，引入内部“第三方”
监督机制，对终本案件一改以往由各实
施庭自报自批的模式，改由综合指导处
统一审查办理，克服终本的随意性，同
时大力开展执行实务专项督察活动，全
面推进执行规范化管理，大连市中院执
行局与本院纪检监察部门联合对全市法
院360件“终本”审判质量和执行信访
案件进行了抽查，发现问题当场责令整
改，有力地促进了执行规范化和案件执
结。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1月10日（总第6891期）

本院于2016年10月2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蔡爱牛、张先梅申请
宣告蔡龙飞失踪一案。申请人蔡爱牛、张先梅称，其子蔡龙飞于2012
年1月1日从甘肃省兰州市与家人失去联系，通过亲友四处寻找，至
今杳无音讯。下落不明人蔡龙飞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
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蔡龙
飞将被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蔡龙飞生存现状的人，应当
自公告之日三个月内将知悉下落不明人蔡龙飞情况，向本院报告。
特此公告。 [安徽]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梅娟申请宣告张梅兰死亡一案，经查：张梅兰，
女，1955年 5月 14日出生，于 1999年 10月 19日起，下落不明已
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希望张梅兰本人或知其
下落的有关利害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12月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林希栋申请宣告林

希贤失踪一案，申请人林希栋称，林希贤，男，1949年5月30日出
生，身份证号:620102194905303315，汉族，住兰州市城关区铁路新
村西街23号702室，于2014年10月15日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
2年。下落不明人林希贤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林希贤
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
林希贤情况，向本院报告。 [甘肃]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元英申请宣告薛韬死亡一案，案号为:(2016)粤
0303民特635号。经查薛韬，男，汉族，1968年12月31日出生，山东
省充州市人，2010年11月3日在大连海域工作遇险后失踪，至今
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薛韬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
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时间为2017年1月20日至2018年1月19日，
期间届满，定于2018年1月24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11审判庭进
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宣判。 [广东]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1月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杜洁英申请宣告陈
碧莲死亡一案。申请人杜洁英称，申请人杜洁英是被申请人陈碧
莲的父母，被申请人患有精神病，于2002年走失，至今下落不明
已有14年了。下落不明人陈碧莲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
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
陈碧莲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陈碧莲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陈碧莲情况，向
本院报告。 [广东]罗定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毕向媚申请宣告姚结华死亡一案，经查：姚结华，
女，汉族，户籍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九潭村五队西向巷50
号。公民身份号码：440121196408011245，于 2004年在新华街附
近走失，与家人失去联系，经多方寻找未归，下落不明已满两年
以上。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望姚结华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人员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
决。 [广东]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彭玉泉等人申请宣告彭国佛死亡一案，经查：被申
请人彭国佛，男，汉族，1949年9月3日出生，广东省乐昌市人，住
广东省乐昌市坪石镇八字岭居民西区 144 号。身份证号：
440225194909038413，于2012年6月22日于家中走失，至今下落
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望彭国佛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
法判决。 [广东]乐昌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叶泓良、叶笑研申请宣告王亚楠失踪一案，经查：
王亚楠，女，汉族，身份证号：411323199203162122，户籍地址：河
南省淅川县荆紫关镇中街村。2014年 4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
明，杳无音讯。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王亚楠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裁判。 [河南]淅川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圆圆、刘航申请宣告刘得臣失踪一案，经查：刘得臣
（身份证号码：411328198104207812)，男，1981年4月20日出生，汉
族，农民，河南省新野县人，住新野县前高庙乡王楼村8组，于2014
年5月外出，至今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
月，希望刘得臣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
告期限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河南]新野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曹微申请宣告曹成会死亡一案，经查：曹成会，男，
1958年2月21日出生，汉族，原住鸡西市滴道矿东风楼5号楼。曹
微与曹成会是父女关系。曹成会于1994年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
明已满2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限为1年。曹成会应当在公
告期间向本院申报其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凡知悉曹成会在存状
况的人，应当在该期间内将其所知道情况向本院报告，否则公告期
满曹成会将被宣告死亡。 [黑龙江]鸡西市滴道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尹冬菊申请宣告尹英死亡一案，经查：尹英于2012
年6月28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尹英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衡东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谌博文、谌童仁申请宣告师玲琍失踪一案，经查：
师玲琍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
希望师玲琍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
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临湘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付平申请宣告被申请人彭燕失踪一案，
经查：被申请人彭燕，女，1980年8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户籍
所在地：湖南省涟源市桥头河镇五星村水尾组，身份证号码：
432503198008305728。被申请人彭燕于2010年6月外出，下落不
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被申请人
彭燕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涟源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伍秋云申请宣告唐小雄失踪一案，经查：唐小雄（身
份证号码432902197612160319，男，1976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
原住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珍珠路240号，于2014年12月3日起，
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望唐小
雄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建国申请宣告李国英失踪一案，经查：李国英，女，
1968年1月12日出生，汉族，湖南省祁阳县人，户籍所在地湖南省临
武 县 香 花 镇 金 狮 岭 居 委 会 菜 园 里 58 号 ，身 份 证 号 ：
432827196801120428，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3个月。希望李国英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
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临武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邓菊祥申请宣告胡反根死亡一案，经查：胡
反根，男，1933年8月1日出生，汉族，新干县人，户籍地江西省吉
安市新干县七琴镇龙文村社下自然村 84 号（公民身份号码
362424193308012017），自 1990年 9月起，下落不明已满 4年。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胡反根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江西]新干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12月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常丽娟申请宣告常
峰系死亡一案。申请人常丽娟称，申请人常丽娟与被申请人常峰
系姐弟关系，常峰于2011年6月16日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乌
达区瑞丽小区附近走失，至今未归。下落不明人常峰应当自公告
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
报的，下落不明人常峰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常峰生
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常
峄情况，向本院报告。 [内蒙古]乌海市乌达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丰付
申请宣告李树华死亡一案。申请人李丰付称，李树华（男，身份证
号：371482199012055714）系申请人之子，2016年11月6日凌晨
1时许，李树华随“鲁胶渔60698”船出海作业时落水失踪，经有关
机关证明已无生还可能，申请人特申请依法宣告李树华死亡。下
落不明人李树华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
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李树华将被宣
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李树华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
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李树华情况，向本院报告。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于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汝传、许加

玉申请宣告王民修死亡一案。申请人王汝传、许加玉称，王民修（男，身份
证号：37112119810824003X）系申请人之子，王民修系“鲁胶渔60288”
船员，2014年12月11日9时左右，该船在151-3渔区作业时因机舱起火
爆炸沉没，王民修失踪，至今下落不明满二年，申请人特申请依法宣告王
民修死亡。下落不明人王民修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
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王民修将被宣告死
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王民修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
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王民修情况，向本院报告。[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唐德安申请宣告杜贵珍失踪一案，经审查：被申请人
杜贵珍，女，汉族，1973年6月6日出生，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人，失
踪前住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关庙镇老龙村19组（原关庙镇花心村十
二组），农民，身份证号码：612401197306063844。杜贵珍于1996年2
月18日起离家出走，至今未归。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下落不明。现
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杜贵珍本人或知其下落者与本院联系。公告期
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陕西]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苏平申请宣告苏卫失踪一案，经查：苏卫，男，汉
族，1968年 10月 20日出生，住上海市东长治路 909弄 4号，于
2014年 12月 5日起，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间为3个月。希望苏卫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12月22日受理申请人曼恩晃申请宣告岩喊
死亡一案，经查：岩喊，男，傣族，1971年9月4日出生，户籍所在
地：德宏州瑞丽市姐相乡顺哈村公所顺哈村24号，身份证号码：
533102197109040417，2014年9月21日因交通事故坠江失踪，现
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3个月，希望岩喊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
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云南]瑞丽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12月2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徐明中、吕金仙申请

宣告徐吕芬死亡一案，申请人徐明中、吕金仙称，被申请人徐吕芬系
申请人之女，于2003年9月离家出走后，申请人经多次寻找，且向公
安机关报案寻找，至今已有13年之久，仍无音讯。下落不明人徐吕芬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
不报的，下落不明人徐吕芬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徐吕
芬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徐
吕芬情况，向本院报告。 [浙江]桐乡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6年12月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静申请宣告郑礼
超死亡一案。申请人李静称：郑礼超，男，汉族，1971年1月6日出
生，住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蒿沟乡高滩村郑家组27号，公民身份
号码342201197101067917，系“浙岭渔23573”船船员，于2016年
11月 26日随船作业时不慎落水，经周边船只多方搜救无果，下
落不明。下落不明人郑礼超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
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郑
礼超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郑礼超生存现状的人，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郑礼超的情况，
向本院报告。 [浙江]宁波海事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春女申请宣告兰允昆 (身份证号码
33032719600830515X，住苍南县观美镇马加村153号)死亡一案，
申请人称，下落不明人兰允昆于2014年7月9日因云南省福贡县
匹河怒族乡沙瓦村突发自然灾害泥石流，失踪至今。2014年7月
20日福贡县公安局出具下落不明人兰允昆不可能生存证明。下
落不明人兰允昆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
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兰允昆将被宣
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兰允昆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
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兰允昆情况；向本院报告。

[浙江]苍南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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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打击拒执 形成高压态势

至2016年12月底，全市两级法院共对534名拒不
履行的被执行人实施司法拘留，将58名涉嫌拒执犯罪
的被执行人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其中有3名
被执行人被法院以拒执罪判处有期徒刑，1名被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另有29名被执行人迫于追
究刑事责任的压力，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阶段主动履
行了法律义务

信用惩戒 让“老赖”处处受限

不断完善执行网络查控系统功能的基础上，高标准
地全力推进执行指挥中心建设

强力开展“百日执行会战”活动，两级法院执行干
警充分利用清晨、夜间、周末突击围堵等执行措施，共
将752名“老赖”拘传到法院，其中对126名采取司法
拘留措施，有491件案件的被执行人迫于压力主动履行
了义务

对症下药 让特殊“老赖”无处可躲

有针对性地寻求破解涉特殊主体案件执行难和惩
戒特殊老赖的良计妙策

将 44名涉特殊主体案件的自然人和 15个单位抄
报中共大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2016年，全市两级法院共将 25504个被执行人纳
入失信名单，并通过各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以及
在市内繁华地段、商业网区、地铁公交站点及“老
赖”居住社区等场所曝光失信被执行人失信信息及
其头像

1178件案件的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了义务，履行到
位金额1.88亿元

科技引领 让执行提速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