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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多措并举亮剑执行难
范 贞 孙 楠

广东省佛山市两级法院紧紧依靠地方党委政府，采取多项措施，积极开展“攻坚2017”专项执行活动，构建“大执行”工作格
局，努力破解执行难。2016年全市法院共执结案件53213件，执行到位总金额达24.25亿元，执行标的到位率同比增长13.26%。

市委统筹 纳入改革重点项目
今年初，佛山市委将统筹推进“基本

解决执行难”改革项目纳入了佛山市
2017 年改革重点项目之列。市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李雅林亲自挂帅，担任市
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今年 4 月底，佛山市委政法委与佛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出台《关于进一
步推进全市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
意见》。《意见》出台后，该市依托原有的
5000多个“社会综治网格”搭建了“党政
机关支持、基层组织协作、社会综治深度
融合”的解决执行难综治网络。两张网
络对接后，数万名网格员、流管员、社区
民警、村居调解员将在协助执行送达、见
证执行现场、收集被执行人下落和财产
线索等方面发挥强大力量。全市党政各
部门、基层组织协助解决执行难的情况
被纳入综合治理、法治佛山建设、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考核范围，干预、阻挠或不
配合执行工作将被问责。

佛山中院副院长郑永道表示，统筹
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纳入全市改革项
目后，各部门协助执行、联动执行意识进
一步增强，党委领导、各部门参与、社会
协同、法院主办的“大执行”格局进一步
完善。

“3、2、1！”随着启动按钮的按下，6
月 7日上午，佛山南海区信用全链条激
励约束机制建设项目正式启动，成为基
层法院依靠党委，综合治理解决执行难
的点睛之笔。

“执行难问题归根到底是社会信用
问题。”今年4月，佛山市委常委、南海区
委书记黄志豪在南海区人民法院调研时
指出，应该构建信用激励约束机制，共建
社会诚信体系，根治执行难“顽疾”。

在区委、区政府大力支持下，南海法
院制定了《关于建立健全执行联动工作机
制的实施意见》，开展“执行联动机制建
设”、“司法协作网络机制建设”等系列配
套工作机制建设，形成了党委领导下的综
合治理执行难问题的立体工作新格局。
法院与全区43个部门和单位搭建系统化、
制度化的协同联动机制，依托统一的执行
大数据平台，实现财产、身份、行踪等信息
的全面有效对接，建立起信息共享、措施
联动、反应迅捷的执行联动体系。

党委领导下的综合治理“大执行”格
局，有力推动了工作，据统计，今年1至5
月，佛山两级法院办结执行案件 20572
件，执行案件结收比高出全省平均水平
居全省第一。

在佛山中院执行指挥中心，执行法
官简建勋展示了刚刚收到的对被执行人
吴某财产调查的回执。吴某名下在各银
行的存款、房产、车辆等财产信息在一张
表中清晰呈现。

简建勋说，以往传统执行工作模式，
查控范围小、精准度不高、效率低等问题
造成执行案件质效不高。近年来，佛山
中院抓住信息化建设这个“牛鼻子”，积
极推动佛山“财产查控网”建设，为执行
工作提速增效。

查控网上线以后，执行人员只需在
办公室打开电脑，点击查控模块，查控申
请统一发送到协助单位。之后，查控系
统会自动将结果汇总，以表格的形式反
馈至承办人办案系统，实现一站式查控
被执行人的财产，高效便捷。

目前，佛山财产查控网实现了“范围
全覆盖”和“查控一体化”。“范围全覆盖”
即全市 67 家协助执行单位纳入查控体
系，无死角，查控种类涵盖银行存款、不
动产、车辆、股权、金融理财产品等，基本

实现“一网打尽”。“查控一体化”即通过
查控网络一站式“查询、查封、冻结、扣
划、解封、调查”，查控周期由原来的一个
月缩短至 1至 2个工作日，基本实现“一
网完成”。

一张“执行大网”，67家协执单位“全
覆盖”，法官轻点鼠标，财产查控“一键式”
完成。佛山财产查控网的建立，有效解决
了“法官跑断腿”及“被执行财产难找”问
题。据统计，2016年全市法院发起财产查
控请求293.7万次，是2015年同期的2倍，
涉 及 被 执 行 人 50141 人 ，同 比 增 长
71.68%；控制银行存款 93.4 亿元、房产
2.89万处、土地4423宗、车辆1.29万辆。

据介绍，佛山财产查控网还将增加
农村股权、通话记录等信息的查询，进一
步扩展查控范围，升级指挥系统。今后，
将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全程留痕、动态跟
踪的优势，努力做到执行过程实时可视、
录音录像同步传送、电子资料随案入卷，
以更有效发挥两级法院统一指挥、协同
办案功能。

市委统筹 纳入改革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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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中院充分发挥网络司法拍卖公开透明、成交率
高、溢价率高、零佣金等优势，率先推行司法网拍改革

佛山中院开始在全市法院系统推广“法院+社会机
构+网络平台”的涉诉资产处置新模式

司法网拍 拉高财产变现率

除在当地传统媒体和官方网站等平台设置“失信被执
行人曝光台”外，还在该市主要繁华路段设置10个户外
大型LED屏，滚动播放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联合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建立健全联合惩戒机制，
严厉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违法犯罪行为

强力曝光 失信者处处受限

建立“立审执相衔接”工作机制，对执行案件进行
分流处理，以从源头上减少执行案件

通过繁简分流，佛山两级法院把好案件入口，降低
强制执行案件总量，提升执行效率

繁简分流 内部挖潜提效率

盛方奇 制图

佛山中院积极进行探索，建立“立
审执相衔接”工作机制，对执行案件进
行分流处理，以从源头上减少执行案
件。目前，执行案件分流处理机制已
在佛山禅城、三水、高明三个基层法院
试点运行。

执行案件分流机制分为两种模
式：一是诉讼中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
由法官督促债务人在调解书生效后履
行义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案结事
了。二是成立诉讼服务中心调解工作
室，对债务人明显具有履行能力或履
行可能的案件，在执行立案前督促债
务人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提前分
流，避免进入执行程序。

禅城区法院把进入执行程序的案
件细化为简案及繁案，紧紧依托司法
改革后组建的审判团队，对于信用卡

纠纷等简单案件，由快速执行团队处
理，推动“简案快审”；配置专业团
队，重点“消化”复杂疑难案件，实
现“繁案精办”。三水区人民法院出
台 《执行案件繁简分流实施方案》，
将 6 个执行团队分为 1 个综合组、2
个简易组、3个繁案组，通过整合内
部司法资源，提高办案质效。高明区
人民法院将追索劳动报酬等涉及人民
群众基本生活的案件单独分类，建立
绿色通道实行“三优先”的办案原
则，即优先立案、优先执行，在征得
其他债权人同意的前提下争取工人工
资优先分配，提高类案执行效率。

通过繁简分流，佛山市两级法院
把好案件入口，降低强制执行案件总
量，提升执行效率。2017年1至5月全
市法院执行结案数同比上升了30.2%。

立体查控“一网打尽”执行财产

司法网拍 拉高财产变现率
在淘宝网上历经 181 轮竞价，40 次

延时后，2016年 12月 16日，佛山市狮山
小塘办事处新境村“院岗”工业用地土地
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拍出广东司法网拍

“标王”——单一拍品最高成交价5.11亿
元，溢价2.69亿元。

该拍品的评估价为 2.42亿余元，首
轮拍卖以评估价作为起拍价，竞买人需

缴纳保证金 2500 万元，加价幅度为 100
万元。共有 10人报名，83人设置提醒，
超过2万人次围观。在最后成交前的两
小时，网上竞价出现“白热化”，10 名竞
买人前后共出价177次。

承办该执行案件的佛山市禅城区人
民法院法官王德华说，如此大标的的拍
卖物，能够拍卖成功并且溢价一倍多，以

往难以想象。参与竞拍的某公司项目
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己公司虽然没有
抢拍成功，但这种形式公平、公正、公
开，买到买不到都没有争议。

如何将查控到的财产依法高效进
行变现，是提高执行效率的重要一
环。佛山中院充分发挥网络司法拍卖
公开透明、成交率高、溢价率高、零佣
金等优势，率先推行司法网拍改革。
探索网拍事务外包机制，将上传拍品
的图片视频、作出专业说明、组织实地
看样、接受咨询等服务性事务外包给
社会机构，并由其根据指令，对法院

“网店”进行维护等。
据淘宝网司法网拍业务负责人

称，佛山中院的这一外包模式在全国
很少见。去年，佛山中院开始在全市
法院系统推广“法院+社会机构+网络
平台”的涉诉资产处置新模式与最高
人民法院后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

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
相关内容不谋而合。

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
表示，该院创新房产评估模式，将二手
房评价系统纳入司法拍卖，协助法院
快速精准核定房产价格，有效缩短了
评估拍卖流程的时间。同时，该模式
可避免评估机构人员主观因素干扰，
并具有“零评估费用、高评估效率”的
优势，用该系统进行评估到实际上拍
一般不超过45天，比传统评估模式节
约一半多的时间。

借助网络手段，提高财产变现效
率，网络司法拍卖已成为佛山法院执行
工作中最为“火”的一环。2016年，佛山
两级法院全部开通网络司法拍卖，共发
布网拍6851次，成交率达72.69%，交易
量占全省法院同类交易的43.4%；溢价
率为30.76%，成交金额51.4亿元，占全
省法院同类金额的49.8%。

强力曝光 失信者处处受限
2017年初，被执行人黄某打电话

给佛山中院执行员蔡俊杰，履行判决
并清偿了31万余元的债务。原来，黄
某作为失信被执行人被曝光后，邻居
们都指指点点，议论纷纷。生意合作
伙伴知道他是失信被执行人后，也取
消了即将签订的合同。黄某觉得赖债
代价实在太大，主动联系法官。

从 2016年开始，佛山中院除在当
地传统媒体和官方网站等平台设置

“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外，还在该市
主要繁华路段设置 10 个户外大型
LED 屏，滚动播放失信被执行人信
息。截至 2017年 6月，共有 1288名失
信被执行人在户外LED屏曝光，45人
迫于曝光及惩戒压力主动履行债务，
所涉金额达1695.81万元。

“通过广泛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压缩生存空间，让失信被执行人为
自己的失信行为付出沉重代价。”佛山
中院审委会专职委员许义华说。

为了加强执行惩戒，提高执行威

慑力，佛山中院还从加强征信体系建
设上，让失信行为付出更大“成本”。
2014年10月，佛山中院与佛山市发改
局等 10 余家单位共同签订贯彻执行

《〈“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
实施细则》。根据细则，被执行人一旦
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将在
土地工程交易、招投标、工商税务评
级、借贷、开办信用卡等近 30 个经营
环节受到限制，使其“一处失信、处处
受限”。

此外，佛山中院还联合市公安局、
市检察院建立健全联合惩戒机制，严
厉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违法犯
罪行为。2016 年共有 97 人次被司法
拘留，39人移送追究拒不履行生效判
决裁定罪。2017 年 1 至 5 月，全市法
院对失信被执行人拘留43人次，移送
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8 人次，发布
失信案件信息 6002 件。佛山中院被
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有效实施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示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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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讯令状
（第6号命令第1条规则）

HCA 998/2016
香港特别行政区

高等法院
原讼法庭

高院民事诉讼2016年第998号

CTBC BANK CO., LTD. (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原告人
及

FENG ZHIWEN (冯志文) 被告人

致被告人FENG ZHIWEN冯志文 (地址) (a)中华人民共和
国深圳布吉–嘉良工业区2号6楼；及(b)中国广东省深圳市龙岗
区布吉镇南岭布沙路106号

本传讯令状已由上述原告人就背页所列出的申索而针对你
发出。

在本令状送达你后（28天）内（送达之日计算在内），你必须
了结该申索或将随付的送达认收书交回高等法院登记处，并在
认收书中述明你是否拟就本法律程序提出争议或作出承认。

如你没有在上述时限内了结该申索或交回送达认收书，或
如你交回送达认收书但没有在认收书中述明拟就本法律程序提
出争议或作出承认，则原告人可继续进行诉讼，而判你败诉的判
决可随即在无进一步通知发出的情况下予以登录。

*[你如拟作出承认，可按照随附的关于送达认收书的指示，填写
适当的附上的表格。]

本令状于今天，即2016年4月15日由高等法院登记处发出。

司法常务官

备注：一本令状除非经由法庭命令予以续期，否则不得在发出日
期起计12个公历月之后送达。（注：根据香港高等法院聆案官许
家灏于2017年6月9日颁布的命令，此令状的有效期于2017年4
月15日起延长12个月）

重要事项

关于送达认收书的指示载于随附的表格。

申请人南京铁路电子仪器厂因所持银行承兑汇票一张遗失
（票据号码 30500053-27915381；出票金额 10万元；出票人中车
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收款人南京铁路电子仪器厂；付款行中
国民生银行北京首体南路支行；出票日期 2016年 12月 29日；汇
票到期日 2017年 6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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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通达耐火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票号为30900053 26204072，出票日期2017年3月28日，到期
日2017年9月28日，出票人为江西南方水泥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江西永丰南方水泥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贰拾万元整，付
款银行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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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衡山嘉晟实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票号为30300051 23306384，票面金额为100,000元，出票日期为
2017年 3月 6日，出票人为沈阳透平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付款行
为中国光大银行沈阳分行本部，收款人为沈阳鼓风集团压力容
器有限公司，申请人于2017年6月27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7
年 9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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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李明、李竻水：本院受理原告北海明仁地产有限公司诉被告
李明、李竻水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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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
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原告起诉要点：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
告签订的《借款合同》；2、判令被告李明偿还借款本金98925元并
支付利息16000元给原告(利息以98925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定
期存款利率，自2012年11月15日起计算，暂计算到2017年5月5
日，以后另计至实际还款日)；3、判令被告李明支付违约金32290
元给原告(违约金以98925元为基数，按每日0.02％，自2012年11
月15日起计算，暂计算到2017年5月5日，以后另计至实际还款
日)；4、判令被告李艻水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5、判令
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李明、李艻水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天(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上午 8时 30分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视为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北海市银海区人民法院
曹玉、冯开东：本院受理原告陶国月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你们立即偿还原告借
款 70000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你们负担。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判。 [江苏]阜宁县人民法院

黄翌：本院受理原告黄晓男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整（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张芝山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王丙冬、大连五十岚工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范海诉被
告刘王丙冬、大连五十岚工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在适用直接送达、邮寄送达方式未能送达的情况下，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起诉要点：原告要求法院判决被告王丙冬
偿还借款360780元；自2015年1月3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
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被告大连五十岚工业有限公司承担连
带偿还责任）、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内。如到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定于举证
期满后次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湾里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如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辽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刘殿学、林春玲：本院受理原告刘博君、张晓棠诉被告刘殿学、

林春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在适用直接送达、邮寄送达方式未
能送达的情况下，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起诉要点：原
告要求法院判决二被告偿还借款127万元）、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如到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
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得胜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如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辽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赵美淇、贾巍：本院受理原告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

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立案庭第二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辽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王淑琴：本院受理的原告房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自发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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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节假
日顺延]，8时40分在本院315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辽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

方志慧（身份证号码330421198112010032）：本院受理的
原告罗孝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返还
原告借款本金200000元；2、被告支付原告利息92000元（2015年
7月 14日-2017年 6月 13日）及至实际支付日利息；3、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复印件、民事裁定书、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浙江]嘉善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4月 7日受理了申请人深圳九星印刷包装集
团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并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
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7年 6月 22日作出（2017）鄂
0106民催 10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申请人深圳九星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
权请求支付。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李进忠、杨鸿：本院受理原告张正荣诉被告你们股权转让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川0191民初
7489号民事判决书及（2016）川0191民初7489号民事裁定书、保
全清单。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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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5日内向本院
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四川]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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