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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是我要找的被执行人
李晓韬

风劲角弓鸣 合力猎“老赖”
——山东茌平法院“地毯式”执行攻坚执行难纪实

王希玉 张 强

打好“组合拳”攻坚执行难
——安徽池州法院开展“江淮风暴”执行行动纪实

本报记者 武新邦 本报通讯员 江秀萍

本报讯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
人民法院始终扎实推进智慧法院建
设，将智能化技术应用于审判工作
中。日前，新城区法院旅游巡回法庭
受理了该庭成立以来的第一起互联
网旅游合同纠纷案件。案件受理后，
该院采用信息化手段，利用微信群快
速促成调解，为当事人提供了高效的
诉讼服务，该案以原告撤诉结案。

随着我国公民对生活质量要求
的不断提高，旅游出行已成为许多家
庭首选的休闲活动，旅游合同的订立

方式亦由传统方式逐渐变得多元
化。新城区法院旅游巡回法庭结合
案件的实际情况，依托现代科技手
段，秉承智慧法院改革理念，坚持司
法规律与技术变革相融合，以信息化
方式支持司法审判，为当事人提供全
方位的智能诉讼服务。该院使用微
信等方式解决互联网纠纷，既充分保
障了当事人权益的快速有效实现，也
为涉互联网纠纷的解决提供了一种
新的模式。

（秦 洁）

【陕西西安新城区法院】

借助微信群调解旅游合同纠纷

【湖北武汉江岸区法院】

引入电商驻场辅助司法网拍
本报讯 （记者 程 勇 陈晓

露 通讯员 魏 璐）今年4月，湖北
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在全省率先
探索引入电商驻场辅助开展网络司法
拍卖。经过一个月的预热，江岸区法
院于近日首次推出八套查封房产，请
电商打包进行司法拍卖，经首轮网上
抢拍，有三套商品房成交。

江岸区法院不断加强执行工作创
新，在突出执行工作强制性、深化执行
机制模式改革、加大执行公开力度等
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今年，为
解决案多人少、财产处置周期长等问

题，该院执行局先试先行，探索联系淘
宝、京东两大电商平台，建立起由其驻
场法院提供辅助服务的网络司法拍卖
新模式。这些电商从摇号评估开始就
进入网络司法拍卖工作，提供拍品描
述、拍品展示、竞买人电话咨询、组织
看样、为竞买人办理贷款等一条龙服
务。此举不仅能够将执行法官从繁杂
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大大提高执
行工作效率，还因为借助电商的专业
视频描述、线下中介公司推广宣传、办
理贷款等更贴近群众的服务，提高拍
卖成交率。

【四川自贡大安区法院】

送法进小学 为成长护航

明明有偿还能力，却以各种理由拒
绝履行法院生效判决。今年4月，安徽
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江淮风暴”执行
攻坚战部署会，决战决胜基本解决执行
难。池州全市两级法院迅速就“江淮风
暴”作出部署。截至目前，全市两级法
院共执结案件1186件，执行到位金额
4.78亿元，司法拘留46人，拒执罪立案
56件，移送执转破案件13件，集中曝光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002例。

提升质效抓“牛鼻子”

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扭住重点类
型案件，精准发力。全市法院建立涉
民生案件执行常态化、优先性机制；开

展知识产权类案件专项执行活动；加强
金融债权司法保护，对存在执行争议的
金融案件进行统一协调；加强党政机关、
公职人员等特殊主体案件执行。

妥善处理执行不能案件。从严把握
终本结案标准，建立终本案件单独管理
模块。扩大执行救助覆盖面，加大对执
行不能案件中生活困难当事人的救助力
度。推进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工作，将被
执行人中大量资不抵债、符合破产条件
的“僵尸企业”依法转入破产程序。

推动执行攻坚常态化

身在贵州的候某被带上警车时，满心
疑惑，他说：“想不到，法院驱车1400公里

来抓我，这么远，怎么会这么快就躲无可
躲？”还有身在上海被控制回池州的朱某，
躲在温州被连夜带回的李某……不仅限
于“百日风暴”“集中行动”等系列专项活
动，池州全市法院常态化开展“凌晨行动”

“假日执行”等，推动执行攻坚常态化。
执行难是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问

题，也是基层法院多年来的沉重负担。
2017年以来，池州全市法院全力清理积
案，解决执行工作“欠账”，共清理历年积
案1300余件。

严厉打击恶意欠款行为

为了进一步惩戒失信被执行人，池
州中院出台相关规定，对恶意规避执行

的被执行人，依法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并将部分失信执行人信息通过
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
户外广告屏等方式予以公布。有的法
院在微信上设立“曝光台”，有的法院
在社区张贴“老赖”照片、身份信息，有
的法院在户外电子屏上滚动播放“老
赖”名单……一人失信人人皆知。

深入打造“智慧执行”平台

池州中院执行庭庭长江龙伟介绍
说，建设执行指挥中心是破解执行难
的一个重要举措，通过“总对总”“点对
点”及时查询被执行人存款、房产、土
地、股权等信息，有效提升执行效率。
2017年，该院通过网络查询有效信息
2000 多条，追得执行款 1000 万余元。
全市法院执行指挥中心互联互通，具
备远程会商、调度、指挥、监督等功能，
执行法官轻点鼠标，便可在线完成执
行财产的全部查询和冻结工作，大大
提高了执行工作信息化水平和执行快
速反应的能力。

“法官，我来办立案手续。”
“好的，请给我材料。咦，你是凌

某？”
“是的，怎么了？”
“请你跟我去一下执行局！”
“啊？！”
“我确定，你就是我要找的被执行

人。”
6月8日下午，广西壮族自治区贵

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立案大厅发生了
戏剧性的一幕，正在办理立案手续的
立案庭副庭长覃子颜，在授权委托书
代理人一栏看到了她曾经执行过的一
个案件被执行人的名字，随即把他

“请”到了执行局，最终促使凌某当场
履行了近6000元的执行款，顺利执结
了一起信用卡纠纷案件。

凌某在某银行申领了一张信用卡，
透支使用后逾期不还，被某银行诉至法
院。港北区法院于2016年作出判决，
判令凌某偿还5134.38元及相应利息，
并负担受理费。凌某随后去向不明。

覃子颜作为当时该执行案件的承
办人，经过调查，未发现凌某名下有财
产可供执行，也无法联系到其本人，为
此，将凌某列入失信名单、限制高消
费，并征得银行的同意，依法终结本次
执行程序。

没有想到，凌某作为某案件的代

理人，来港北区法院办理立案手续，被
覃子颜遇个正着。

在执行局办公室内，覃子颜将情
况介绍给接手案件的执行法官，并将
执行文书送达给凌某，动员其履行义
务。凌某表示其实一直愿意偿还债
务，但现在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先履行
1500元，剩下的一个月内再履行。“就
算法院拘留，我也没法拿出钱来。”

通过交谈，覃子颜及同事了解到，
凌某是一名法律顾问，经常为企业做
法律咨询服务，收入并不低，完全有履
行义务的能力。劝说无果，法官决定
对凌某采取司法拘留措施。很快，拘
留决定书放在凌某面前，他终于明白
账是赖不掉的，只好打电话给亲戚，叫
他们微信转账过来。几分钟时间，凌
某就筹到6000元，当场转入了法院执
行款专户。

“哎呀，我确实也不愿意赖这几千
块钱的，早就想还了。你们不知道，有
个老板叫我去上海，包机票来回，但是
我被法院‘限高’了，坐不了飞机，只好
推托说晕机，不想坐飞机。我都不敢说
是我被限制坐飞机了，真是不方便呀。”
交清执行款后，凌某说出了心里话。

覃子颜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呢？为了几千元钱，把自己的信用都
丢了，损人不利己，不值得！”

6月7日早6时，吉林省抚松县人民
法院破解执行难“百日执行攻坚行动”
在该院万良镇人民法庭拉开帷幕。

当天，执行攻坚第一仗共设立法律
教育综合小组、执行攻坚第一小组、执
行攻坚第二小组等三个执行工作组，目
标为涉及农村信用贷款执行积案及部分

民间借贷案件。抚松法院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等参与监督执行行动。

首日执行会战从早6时到晚8时，累
计找到被执行人 20 人。经过法律教育，
当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12件，实际执行
到位标的额 15 万元，执结 4 件，拘留 2
人。

图①：将失信被执行人带走。
图②：失信被执行人经过教育后

写下悔过书。
图③：给拒不履行法律义务的失

信被执行人戴上手铐。
图④：拒不悔改的“老赖”被送进

拘留所。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本报讯 近日，四川省自贡市大
安区人民法院在牛佛镇祝家小学开展
了主题为“与法同行·为成长护航”
的法治宣传活动。活动中，法官杨小
英、周艳霖围绕审判工作，以讲故事
的方式，向孩子们讲述了青少年犯
罪、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案例，并运
用生动、活泼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了
党和国家开展脱贫攻坚和环境保护的

重大意义。
孩子们通过在活动中与法官的近

距离交流互动，提高了守法意识、权利
义务意识，增强了他们辨别是非的能力
和运用法律武器维权的能力。孩子们
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纷纷表示要争做环保小
卫士，不断努力学习，用自己的环保知
识把生态环境保护好。 （余慧玲）

今年以来，山东省茌平县人民法
院急当事人之所急，以案件执结为目
标，积极探索开启“地毯式”执行工作
模式，将辖区内所有执行案件的被执
行人住址，以村庄、社区、乡镇为模
块，以法庭管辖区域为一个基本单
位，建立小系统，按照规划出的被执
行人住址、路线图表，逐一开展“地毯
式”执行，以线下弥补的方式解决执
行不到位的问题，不仅提高了效率，
而且打出了声威，震慑了“老赖”。

分与合交替

分，即以执行团队为基本单位，每
一个执行团队配备1辆警车、2名执行
干警、1名法警、1名书记员，在划定的
执行区域内，对被执行人展开“地毯
式”查找。五个执行团队按图索骥，分
别按照执行台账搜寻被执行人，开展
送达、传唤、搜集财产线索、登记财产、
现场和解等，通过分散活动，执结了部
分案件。

合，即将五个执行团队车辆、人员
全部集中，整合执行局全部力量，对不
配合执行的被执行人采取强制性传
唤、搜查、扣押财产、强制腾房等强制
性措施。

在执行过程中，茌平法院执行干
警有分有合，对于不积极申报财产、不

如实申报财产、转移财产和妨碍执行的，
一律采取司法拘留措施。

该执行工作模式开展以来，不仅集
中送达了一批执行法律文书，而且行动
的效果比以前更好。每到一处，都会引
来围观人员，让人们看到了法院强制执
行的威力和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的信
心，看到了“老赖”的下场。

柔与刚并济

柔，不是软弱及向被执行人示弱，而
是一种工作姿态，有滴水穿石的耐心和
功效。

刚，则是一种威仪，有百万雄师过大
江的气势，应当采取强制措施的，毫不留
情和手软。

“我就一套住房，你们不能执行和拍
卖！”被执行人安某不止一次地向执行人
员说这样的话。

是真的不能执行吗？
安某因在县城购买楼房，在银行按

揭部分贷款，并欠个人债务，因不按期还
款，被银行和债权人李某分别诉至法院，
法院判决安某夫妇与银行的个人购房担
保借款合同终止，并偿还借款本金26万
元及利息；另案调解安某夫妇偿还李某
借款 20 万元及利息。两案均申请法院
强制执行。

执行期间，安某因不按期和如实申

报财产，被司法拘留15天，申请执行人
申请查封并拍卖该房产。经法院细致工
作，安某夫妇均同意搬出，拍卖该楼房抵
债，后具体实施时又反悔，以仅有一套住
房为由，拒绝搬出。

经调查发现，安某夫妇的确在县城
只有一套住房，130 多平方米，且有阁
楼、车库和储藏室，依此两笔借款购买，
没有其他收入，靠农村种地和打零工生
活，但在农村老家有一院落及五间北
房。也就是说，该楼房不是其唯一住房。

实施强制搬迁的时刻终于到了，法
院派出 30 余名干警，同时联系开锁公
司、搬家公司，取得小区物业的积极
配合，并全程进行录像。因安某夫妇
躲避执行，只有强制开锁。其间，安
某之妻及其母亲来到现场，企图阻碍
执行，被强制带离现场。物品装了满
满三大车，执行人员随后将物品小心
地送至其原籍住处，交由跟随而来的安
某母亲看管。后该房顺利评估、拍卖，案
件得以执结。

守与攻较量

守，即被执行人采取各种手段逃避
执行、消极执行。

攻，即法院穷尽措施，克服一切困
难，坚决执行到底。

“是法院给我打电话吗？前段时间

已经拘留了一次，在里头住了半个月，
很好，休息了半个月；我这就洗洗澡，
换换衣服，再去‘舒服’半个月。”这是
被执行人路某接到执行人员电话通知
后的嚣张回答。

2015年，路某因无证驾驶无牌照
汽车致李某伤残，被法院判赔45万余
元。执行期间，路某因未如实申报财
产，被司法拘留15天。但因查不到路
某的财产，导致执行不能。

申请执行人李某的父亲看到儿
子因车祸丧失劳动能力，家庭即将破
碎，多次找法院要求执行。面对执行
人员，路某竟然说：“我就是不给你，
能把我怎么着？”尽管执行人员多次
找路某，让其履行义务，但路某以生
活不能自顾为由，没有拿出一分钱，
执行陷入困境。为此，申请执行人的
父亲多次上访。

后经多方查找，发现路某正在某
地养鸡，而路某置法院的查封于不顾，
竟把养殖的鸡及鸡舍处理掉，公然叫
板执行。这样的行为，给路某换来的
是刑事拘留。该案件涉嫌拒执罪，移
送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采取了强制
措施。此时的路某再也没有了往日的
狂妄，赶紧通知其家人凑钱，履行义
务，以取得对方谅解，减轻其罪行。此
案在高压态势下，顺利执结。

⇨⇨上接第一版
会议讨论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

的两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审判委员会委员江必新、李少平、姜
伟、张述元，政治部主任、审判委员
会委员徐家新，党组成员、审判委员
会委员孙华璞，审判委员会委员南

英，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胡云腾、刘
贵祥和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宋晓明、周峰、郑学林、姜启波、张
勇健、刘合华、贺小荣等出席会议。
中央纪委驻最高人民法院纪检组组
长、党组成员刘海泉，最高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张雪樵列席会议。

⇨⇨上接第一版 中国法院严格落实
司法责任制，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
改革，加强法官队伍正规化、专业
化、职业化建设，改革的力度、广
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同时，中国法
院大力加强智慧法院建设，不断深
化司法公开，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
能力现代化，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
力不断提升。

周强表示，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愿
与比利时最高法院进一步加强交流，
相互学习借鉴，在法官培训、案例研
究等方面加强合作，推动两国司法关
系不断实现新的发展。

德克特感谢周强的会见，并介绍
了比利时法院有关情况，表示愿意同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务实交
流合作，促进两国司法工作开展，为
促进两国友好关系发展作出贡献。

周强会见比利时最高法院院长德克特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重大抗诉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