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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版执行攻坚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级法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全国各级法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迅速行动迅速行动，，为坚决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为坚决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
硬仗昂首挺进硬仗昂首挺进。。

今年是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关键一年今年是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关键一年，，全国法院撸袖加油全国法院撸袖加油，，埋埋
头实干头实干，，砥砺前行砥砺前行，，解决了许多执行工作上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解决了许多执行工作上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

难题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有理由相信，，手握胜利的蓝图手握胜利的蓝图，，凭着滴水穿石凭着滴水穿石、、踏石留踏石留

印印、、抓铁有痕的韧劲抓铁有痕的韧劲，，迈着坚定不移的步伐迈着坚定不移的步伐，，不断积跬步而致千不断积跬步而致千
里里，，全国法院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全国法院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也一也一
定会实现定会实现！！

权益实现 群众点赞

近年来，法院通过加大执行力
度，规范执行行为，提升执行效果，
让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

法院为执行工作作出的努力从
三个层面彰显了司法的价值与品
性：一是有效保障了胜诉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执行到位率提高了，“赢
了官司输了钱”的现象减少了，对当
事人来说，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获
得”。

二是切实提升了法院的司法公
信力。群众对法院工作的信任度提
高了。如果执行难、执行不到位的
情况长期普遍存在，就无法消除社
会对司法不能、司法不公的合理怀
疑。

三是进一步增进了人民对法治
的信仰。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
一，而公民对法治的尊重是实现依法
治国的基本前提。这既是国家良法善
治的具体体现，也是大力弘扬社会主
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增强全民法治意识、法治思维、法治理
念的过程。 （陈小康/整理）

时间一晃，五
年已去，群众对法
院的执行工作从
曾经的抱怨变成
了现在的点赞。
这一转变来自我
们共产党人的认
真与实干。如果
要用一句话评价
法院的执行工作，
我觉得没有比“空
谈误国，实干兴
邦”更合适了。

2013年以来，法院系统坚持党委领导、争取政府
支持，从执行难案入手，发挥党委、政府在工作统筹、人
力物资方面的优势，整合法院内部资源，规范执法行
为，以信息化为依托，建立多部门联合惩戒机制，构建
了一套党政支持、部门联动、内部规范、成果显著的执
行大格局。

解决执行难是一场持久战，法院不仅需要建立
更加完善的制度机制、开展更多的专项执行活动，更
需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将诚信走遍天
下、失信寸步难行的观念深入人心。

（姜郑勇/整理）

郭兴利：执行工作要实干

唐绍均:执行彰显司法价值

赵皖平:目睹法院攻坚努力

执行难，是社会普遍关心的热
点问题，作为律师，我对执行难感触
很深。

去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提出向执行难全面宣战，不但是贯

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举
措，更是提高司法权威，维护法律
尊严和社会和谐稳定的最有效的
方式，是真正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最积极
主动的行为。

虽然当前执行难的问题有所
缓解，但要清醒地认识到，法院解
决执行难依然任重道远。因此，在
法院积极努力下，社会各部门应通
力合作，齐心协力，只有在全社会
培养和创造出一种让被执行人自
觉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机制
和氛围，让不履行法定义务的失信
被执行人寸步难行，执行难的问题
才能真正解决。（曾 妍/整理）

解决执行难问题，事关社会公
平正义，事关国家法治权威，事关
司法公信力，事关人民群众福祉。

一年多来，我先后受邀参加见

证执行行动，出席安徽省执行联
动暨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推进会
等活动，耳闻目睹了安徽各界尤
其 是 人 民 法 院 作 出 的 努 力 。 当
前，基本解决执行难已取得阶段
性工作成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网络查控有突破，失信惩戒有威
慑，专项执行有力度。全省法院
结 合 实 际 开 展 集 中 专 项 执 行 活
动，形成了强力攻克执行难的浩
大声势。

基本解决执行难已进入倒计
时，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希望社会
各界合力攻坚，各地法院苦干实干，
坚决打赢这场硬仗。

（周瑞平/整理）

肖启斌:攻坚执行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白龙飞白龙飞
美术编辑美术编辑：：宋宏图宋宏图

我是河北省沙河市人，是一名司
机，同样也是一名被执行人。一年前我
与他人发生借款纠纷，法院判我偿还原
告13.8万元及利息。执行中，我与申请

执行人达成了协议，想着通过分期分批
的办法把钱还上。哪知道，在一次出车
过程中发生车祸，我也受了伤，治疗费
花去不少，我的压力很大。

在案件执行阶段，沙河市法院没有
采取强硬措施。在了解了我的现实情
况后，法官不但帮助我协调办理保险赔
偿，还到申请执行人家中，把我的状况
如实告知对方。最终，对方对我予以谅
解，并主动作出了让步。

沙河法院执行干警的文明办案、人
性化办案，让我感受到了法律的公平与
正义，我很受感动，因此我向沙河法院
赠送了一面锦旗，以表达我对沙河法院
的感激之情。 （史凤琴/整理）

胡路明:文明办案让我感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按照全

面深化改革的部署，主动向人民群众反
映最强烈、最集中的执行难问题“亮
剑”，作为执行战线的老兵，五年来，给
我的感受很深。

五年来，执行案件多了，执行队伍
的干劲和信心却更加足了；规避执行的

“老赖”少了，迫于社会舆论压力主动履
行法律义务的多了；执行队伍的抱怨少
了，人民群众的感谢信和锦旗多了。法
治、诚信正能量的传播让人民群众切实
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义，也让我们更加
有信心、有勇气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的
攻坚战。 （张继龙/整理）

罗来成:队伍干劲高信心足

申请人重庆元茂机电有限公司，不慎遗失由重庆航天巴山摩
托车制造有限公司开出的银行承兑汇票 1 张，汇票号码
31300051 31625525，出票日期 2016 年 12 月 28 日，金额 66 400
元，收款人重庆市豪威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2017年
6月28日。该汇票由收款人转让给申请人重庆元茂机电有限公
司。现申请人重庆元茂机电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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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原告周冬雨诉被告龙岩（华美）罗桥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罗桥
医院）侵犯肖像权、名誉权纠纷一案，因被告罗桥医院拒绝履行生效
判决确定的义务，依据原告申请，本院现将判决书内容摘要公告。北
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罗桥医院在其微信公众号“龙岩华
美医疗美容”中发布文章“《山楂树之恋》的周冬雨整容了？”，该文章
使用11张周冬雨肖像剧照图片。罗桥医院对其公司微信公众号上
发布的内容负有谨慎注意义务，现罗桥医院未经周冬雨同意，商业
性使用周冬雨肖像，侵犯了周冬雨的肖像权。此外，周冬雨主张涉案
文章称其进行了整容手术，与事实不符，属于诽谤，侵犯了其名誉
权。法院经审查认为，涉案文章图文未达到侵犯原告名誉权的程度。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如下：一、被告龙岩（华美）罗
桥医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在其微信公众号“龙岩华
美医疗美容”（微信号：lyhmzxmr）中持续登载致歉声明7日，向原告
周冬雨赔礼道歉（致歉内容须经本院审核，被告逾期不履行，将依法
承担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法律责任，本院还将依原告周冬雨申请，
选择一家全国发行的报刊，刊登判决主要内容，费用由被告负担）；
二、被告龙岩（华美）罗桥医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
原告周冬雨赔偿经济损失24000元、合理支出1000元；三、驳回原告
周冬雨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罗桥医院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后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撤回上
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唐师曾于2014年11月23日起在新浪博客等网络平台上实
名发布了标题为“20141124唐师曾：‘北大教授”与‘女留学生”

的细节真相”、“20141123唐师曾：北大副教授被开除出党，陈独
秀第二”等文章。WANG XIANG NING CINDERELLA（中文
名王湘宁）认为以上文章侵犯其名誉权，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
认为，《20141123唐师曾：北大副教授被开除出党，陈独秀第二》
一文所述事实基本属实，虽有些许细节上出入，但并不存在捏造
事实、恶意侮辱诽谤的情况。《20141124“北大教授”与“女留学
生”的细节真相》一文没有充分事实证据进行恶意推测，有欠妥
当，客观上使得王湘宁的社会评价降低，构成侵犯名誉权。法院
判决唐师曾立即删除其新浪博客、新浪微博及微信公众号中的

《20141124“北大教授”与“女留学生”的细节真相》一文；在新浪
博客、新浪微博及微信公众号中刊登声明，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声明留存时间为3日（声明内容应经本院审核，逾期不履行，本
院将选取一家全国发行的法制类报纸刊登本判决主要内容，费
用由唐师曾负担）；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人民币2万元及公证费
1400元、律师费1万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现判决生效，唐
师曾未按照判决要求在其新浪博客、新浪微博及微信公众号中
刊登声明，向王湘宁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故本院选取一家全国
发行的法制类报纸刊登本判决主要内容，费用由唐师曾负担。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东莞市中堂物资供销有限公司、广东日之泉贸易有限公司、

林志伟、林勤、林洁：根据东莞市尚盈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
“尚盈公司”）与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堂支行达成
的债权转让协议，尚盈公司对下列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
享有的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各
借款人及担保人，请各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各借款人、担保人
的承继人向尚盈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
因发生重置更名、歇业、注销、被吊销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
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债务担保承继人、清算主体代为履行相
关债务偿还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借款人1：东莞市中堂物
资供销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编号、本金、欠息情况等：2014年1月
29 日签订的编号为，0201001201401014 号借款合同，欠本金额
人民币42,000,000.00元，欠息人民币4,116,978.62元（含罚息及复
利）；2014年1月29日签订的编号为0201001201401015号，借款合
同，欠本金额人民币42,000,000.00元，欠息人民币4,116,978.62元
（含罚息及复利）；2014年1月29日签订的编号为0901001201401003
号汇票承兑合同，欠银行承兑垫款人民币90,996.663.44元，欠息
人民币15,696,917.74元（含罚息）；担保人名称：广东日之泉贸易

有限公司、林志伟、林勤、林洁。担保合同编号：2013年12月26日签
订的编号为：0101001201312000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3年12
月26日签订的编号为02010012014010010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备注：利息暂记至2015年6月28日。借款人2：广州市通俊商贸
发展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编号、本金、欠息情况等：2013年12月
26日签订的编号为0201001201312009号借款合同，欠本金额人
民币72,700,000.00元，欠息人民币5,469,976.38元（含罚息及复
利）；2013年12月26日签订的编号为0201001201312001号汇票
承兑合同，欠银行承兑垫款人民币108,493,710.62元，欠息人民
币 16,621,445.72 元（含罚息）2014 年 1 月 27 日签订的编号为
0201001201401010 号借款合同，欠本金额人民币 25,000,000.00
元，欠息人民币2,103,870.91元（含罚息及复利）；2014年8月18
日签订的编号为 HT2014081800000054 号借款合同，欠本金额
人民币11,346,000.00元，欠息人民币737,629.08元（含罚息及复
利）。担保人名称：广东日之泉贸易有限公司、林志伟、林勤、林
洁 。担 保 合 同 编 号 ：2013 年 12 月 26 日 签 订 的 编 号 为
0101001201312000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3年12月26日签订
的编号为02010012014010010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备注：利息暂
记至2015年6月28日。 东莞市尚盈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7日

本院根据大庆市勘测设计院的申请于2017年9月25日裁定受理
大庆市勘测设计院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9月25日指定清算组
为大庆市勘测设计院管理人。大庆市勘测设计院的债权人应自2018
年1月8日前，向大庆市勘测设计院管理人（通信地址：黑龙江省大庆
市让胡路区方晓街30号大众创业孵化基地创业楼108、110室；邮政编
码：163712；联系人及电话：宋伟 15045972699）申报债权。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大庆市勘测设计院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大庆市勘测设计院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月22日上午9时在大庆市中级人民法
院第四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刘鹏的申请，于2017年9月26日裁定受理债务人
阜康市天池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10月5日指
定新疆力和力律师事务所为阜康市天池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管理
人。阜康市天池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8年1月23日前（申
报期限自2017年10月25日至2018年1月23日，期限90日）向阜康市天
池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通讯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
西虹东路486号锦城大厦10楼1003室；邮政编码：830000；联系电话:
15109918219、18690219687、13619905990）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债务人阜康市天池热力有限责任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阜康市天池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破
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月30日上午10时30
分在阜康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诉讼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诉讼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诉讼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诉讼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新疆]阜康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9月5日裁定浙江德清中博日用品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并指定浙江清溪律师事务所担任上述企业的管理人。浙江德清中博

日用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7年11月24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浙
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武康街道群益街288号中房商务大厦三楼；邮政编码：
313200；联系电话：13587908393）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
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浙江德清中博日用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7年12月8日9时在浙
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武康街道舞阳街222号德清县人民法院第十三审判庭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浙江]德清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北京首通万维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
通公司）清算组的申请于2017年8月24日裁定受理北京首通万维
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北京市东卫律师事
务所为破产管理人。首通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
内向管理人【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
D座D3B；电话：01065542826、13683185140；联系人：石利明】申报
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
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首通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首通公司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7年12月15日下午14时
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二层第18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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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代表、四川省

剑阁县人民法院开封法庭庭长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

法院执行局法官

河北省沙河市市民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

学院副院长

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

湖南居安律师事务所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