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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评估工作的客观、公正，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引入第三方
评估机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协调中国法学会、中华全国律师
协会、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及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以及人民日报、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13家新闻媒体，并邀请15位知名学者作为特聘
专家，共同参加评估工作。该体系共设计了 230多个具体指标，对全
国四级法院执行工作进行全面考核。

★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
★推动联合信用惩戒
★惩治虚假诉讼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最
高人民法院官网已向社会公
众发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861万例。有关部门共限制
失信被执行人乘坐列车327
万人次、乘坐飞机842万人
次。仅中国工商银行一家就
拒绝失信被执行人申请贷
款、办理信用卡 126.2 万余
次，涉及资金达到 98.78 亿
元。

◆建成网络执行查控体系
◆建立执行指挥中心
◆建设执行信息公开平台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全国法
院共利用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对
2764 万余件案件提供查询冻结
服务，共冻结资金 1515 亿元，
查询到车辆2662万辆。

信用惩戒

●开展涉民生集中执行行
动
●开展涉党政机关执行积
案专项清理行动
●开展执行案件底数专项
清理行动
●开展打击拒执罪联合专
项行动

▲规范执行职权配置
▲完善司法解释体系
▲健全案件流程管理
▲强化异地执行协作
▲规范申诉信访处置
▲拓宽执行监督渠道

■稳妥推进执行分权改革试点
■积极推行网络司法拍卖
■创新财产发现机制
■探索财产保全责任保险

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
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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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丰海谷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王
立坤诉你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本
院（2016）黑0602民初411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黑龙江]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
王昱、陈岗：本院受理苏州高新中锐科教发展有限公司与被

告王昱、陈岗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苏0508民初3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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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
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代素敏：本院受理原告魏倩与被告代素敏健康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苏0583民初85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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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昆山市人民法院

薛首成：本院受理原告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保
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苏0583民初
82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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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昆山市人民法院

庄步洋、刘祖勇：本院受理原告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们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苏
0583民初82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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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鑫正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诺璐瑞
空气净化设备有限公司诉你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2017）苏0583民初97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
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市周市镇雨润万家超市（经营者张志雄）：本院受理王
有磊诉昆山市周市镇雨润万家超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苏 0583 民初 4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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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昆山市人民法院

肖广军：本院受理于喜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亮甲店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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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
内蒙古怡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王杰义、察右中旗鑫林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佳伟与被告内蒙古怡通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王杰义、察右中旗鑫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
合同纠纷一案，现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
内04民初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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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九旺、张静、喀左新区热力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内蒙

古宁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曙光、邢晓芬、赵
岸、张九旺、张静、喀左新区热力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内04民初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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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内蒙古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清平、潘朝群、李学林：本院受理原告刘广东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川0502民
初第5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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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四川]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

韩国莉：本院受理原告邓春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川0502民初第152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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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
力。 [四川]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

中山市古镇客帝水晶店：本院受理原告戴小燕与被告中山
市古镇客帝水晶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依照法律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726民初418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31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浦江县人民法院

胡霞、许阳春：本院受理原告盛小红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皖0705民初3207号案件的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诉讼须知等。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
上午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
庭，本院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胡霞、许阳春：本院受理原告高桂珍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皖0705民初3206号案件
的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

认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诉讼须知等。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
日上午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
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张立军：本院受理原告李雪东与你、贾晓翠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申请，要求解除
楼房买卖合同，返还购房款256000.00元，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一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甘南县人民法院

牟艳权、柴永发、大庆凯歌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的原告大庆市萨尔图区宏佳物资经销处诉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黑0602民初1568号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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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黑龙江]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

佳木斯融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武丛波诉你公
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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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黑龙江]桦南县人民法院
王志刚（1971年12月13日出生）：本院受理原审原告曲长

富与你、徐剑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公告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齐齐哈尔市建华区人民
法院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建华区人民法院
刘鹏程、杨唯：本院受理原告肖传香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文
书上网告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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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丹
阳市人民法院第二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丹阳市人民法院
王晓鹏：本院受理原告赵秀梅诉被告王晓鹏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监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西]孝义市人民法院

安徽省巢湖市庐江县罗河镇新生村施咀村民组孙春丽：本院受
理原告谭义强与你、谭义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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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中心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西乡县人民法院

李泽旺：本院受理原告双柏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李泽旺、赖应
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法律文书上网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2日下午14时4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双柏县人民法院

北京贡和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张艳刚与
被上诉人李志民、北京贡和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9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二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赵家金、赵家利、赵美燕、赵家文、赵利亚、赵丽艳：本院受理

原告赵双艳诉你们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
满后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32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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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大力

推进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建设，与掌握

财产信息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等

进行网络连接，统一技术标准，实现数

据共享，直接通过网络查找财产。目

前，该系统已经与3500多家银行、公安

部、交通运输部、工商总局、人民银行

等单位实现联网，可以查询被执行人

全国范围内的开户行信息、存款信息、

车辆信息、出入境证件信息、船舶信息

等，基本实现对主要财产形式的“一网

打尽”。

“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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