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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全力支持 部门加强合作

新乡法院攻坚基本解决执行难

【江苏南通中院】

建立环境资源执法司法联动机制

本报讯 如何解决破产审判实践中遇到的企
业信用和税务问题，帮助破产重整企业“疗伤治
病”走出困境？6月5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与中国人民银行佛山市中心支行、佛山市地
方税务局分别签署破产审判工作备忘录，创新性
提出对破产企业处置不动产和股权时不再预征企
业所得税，为重整企业消除信用障碍。

司法实践中，破产企业在处置不动产和股权
时，需预缴企业所得税，这给处于“死亡边缘”
的企业的清算、重整工作带来较大压力；而重整
成功后，“重生”的新企业往往被认定为原企业主
体的延续，原企业的债务虽然通过破产得以部分
免除，但在银行机构看来，新企业由于名称、资
质未变，旧企业的欠税、欠款等不良征信记录仍
然留存，新企业因贷款困难等原因而面临“二次
死亡”。

“这不利于‘僵尸企业’出清和重整企业
‘重生’。”佛山中院副院长黄学军表示，佛山中
院分别与人民银行佛山中心支行、佛山地税局签
署备忘录，首次明确并归集了佛山地税支持企业
破产重整及破产清算的税收优惠政策，创新性地
提出了不再预征企业所得税，减轻企业运营和清
算负担，并通过“核销死欠”通道为破产清算企
业办理税务注销登记、隔断重整前后企业欠税记
录。建立重整企业税务信用修复制度，并创新性
提出在征信系统中对重整企业偿还债务信息变更
以修复失信记录举措，为重整企业经营运行消除
信用障碍。

府院协调，助推破产重整企业“涅槃重生”，
这两份备忘录作为佛山破产案件处置工作联合协
调小组工作机制的首批成果，下一步还将与工
商、银监等部门强化联动机制，进一步完善信用
等重整配套机制，助力企业重生发展。

“破产审判工作是建立健全市场主体救治和退
出机制的关键环节，也是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的
重要抓手。”黄学军介绍说，2017年以来，佛山
中院通过破产程序，成功促成富士宝公司等一批
本土企业重整，化解金融债权8亿余元，盘活企
业存量资产近 12 亿元，引进增量资产超过 20 亿
元，妥善解决3000多名工人的就业问题。

（刘宇靖 李 婵）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
民法院联合市检察、公安、国土、环保等十
个部门出台《关于建立南通市环境资源执
法司法联动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要求
南通市、县两级成员单位进一步加强有效
衔接，建立相关联动工作机制，推动各部
门齐抓共管，切实增强保护环境资源合
力，及时有效解决环境资源突出问题。

《意见》要求，南通各市、县两级成员
单位要建立环境资源执法司法联席会议

制度、信息通报制度、纠纷联合调解机制
和违法案件联动办理机制，国土、环保、
农委、水利、海洋与渔业等部门要加大对
环境资源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主动争
取司法机关支持；法院要积极完善环境
资源案件“三审合一”工作模式，充分发
挥专业审判机构职能作用，集中办理一
批重大环境污染案件、重点区域环境资
源案件、久拖不决信访举报和其他涉及
环境保护案件。 （瞿建华）

本报讯 日前，重庆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通过网络司法拍卖，成功处置一
处商业房产，并以 1363 万元的价格成
交，溢价463万元，溢价率达51%。

重庆三中院执行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说，涉案房屋在被变卖之前，经两次司法
拍卖均因无竞买人报名而流拍。根据有
关规定，该院于今年3月20日以二拍流拍

价900万设定为变卖底价，在淘宝网发布
司法变卖公告，变卖日期截至6月4日。

6 月 3 日 13 时 32 分开始，编号为
R0746的竞买人开始出价参与竞买，随
后3名竞买人经过141轮竞价、125次延
时，由编号为B5297号的竞买人以1363
万元最高价竞得。变卖过程中有11919
人次围观。 （李能文）

【重庆三中院】

司法拍卖房屋溢价463万元 本报讯 6月8日，河南省新乡市委
召开市委常委会，听取新乡市中级人民
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汇报。新乡市
委书记张国伟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提高
政治站位，全力支持全市法院打赢基本
解决执行难这场攻坚战。

在听取新乡中院工作汇报后，会议
对全市法院执行攻坚中面临的执行体制
机制改革、执行联动机制建设、执转破案
件、全市法院执行信息化建设、核心指标

提升等问题和困难进行了深入讨论。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全力支

持全市法院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攻
坚战。要加强协调，在全市形成攻坚克

难的合力。党政机关要发挥表率作
用，涉党政机关和公务人员执行案件，
被执行人要主动履行判决，严格依法
办事，为社会诚信建设做好表率。政

府各部门要加强信息共享，实现信息
惩戒信用联网，将被执行人信息嵌入
各部门工作系统。要加强宣传，在全
社会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曝光和惩
戒宣传力度，营造基本解决执行难浓
厚氛围，促进社会诚信建设。

会议表示，要全力支持法院工作，
帮助法院解决好执行工作中存在的各
类实际困难，促进全市基本解决执行难
目标如期实现。（景永利 韦德涛）

“现在出发！”近日，宁夏
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人
民法院打响涉金融案件专项
集中执行攻坚战。30 余名执
行干警分乘 6 辆警车奔赴金
积镇、金银滩镇、裕西社区等
地，针对拒不履行法律义务的

“老赖”开展执行行动。
执行组、谈话组、拘留组相

互协调配合，执行攻坚工作紧
张而有序。经过 12 小时的奋
战，专项行动第一天，该院共拘
传被执行人18人，执结1件，和
解2件，拘留13人，执行到位金

额13万元。
该院执行局局长表示，法

院将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不
定期开展涉金融案件集中执
行活动，建立常态化的涉金融
案件专项执行机制，公正稳妥
地执行各类涉金融案件，为金
融企业健康发展创造更好的
外部环境。

图①：到被执行
人家中执行。

图②：将被执行
人带回法院。

图③：促成当事
人双方和解。

图④：被执行人
履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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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面写有“公正执法，廉洁
高效”的锦旗被送到山西省长治市中
级人民法院执行局，送锦旗的当事人
嘴里不停地说着“谢谢”。

2014年8月19日，拥有3000余名
职工的山西某大型省属国有设备安装
公司，向长治中院申请立案强制执行
一国有煤焦企业，执行标的额近400万
元。依照法定程序，法官向被执行人
发出执行通知书，并立即采取了强制
措施。但经调查，该煤焦企业当时属
于整合兼并重组时期，其自身除去现
有厂房设备以外，并无其他可供执行
的财产，而且该企业重组之前就涉及
多个官司，再加上当时全国整个煤焦
行业经营都处于低潮，该公司也处于
半停产状态，根本无力偿还债务。

2017年，在全力解决执行难的大
潮推动下，长治中院执行局对近年来
的执行积案开展集中清理专项活动。
承办人员拓宽执行思路，通过认真分
析，从细微中查找被执行人财产线索，

发现被执行人在某股份有限公司拥有
100万元股权，随即对其进行冻结。

山西省全面深化改革中，对煤焦
行业进行转型升级，通过淘汰落后产能
和产能置换，形成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在掌握这一情况后，承办人员第一时间
向领导请示，并前往省行业主管单位核
实被执行人名下的产能指标情况。通
过查询，法官发现被执行人名下仍有未
利用可置换的产能指标，当即下达了协
助执行通知书对其进行查封。

产能指标查封后，久未露面的被执
行人第一次委派专人主动与承办人员
对接，表示愿意与申请执行人协商解
决。在法院的监督下，申请执行人与被
执行人达成一致，同意由被执行人对其
已被法院查封的产能指标（未利用）自
行变卖，变卖价款用于偿还所欠债务。

截至承兑汇票交接的那一天，该
案前后历经1376天。法官的坚守，不
仅是为了3000余名员工的希望，更是
为了兑现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承诺！

1376天的坚守
本报记者 陈 伟

6月14日22时20分，安徽省六安市一名球迷正和朋友们围坐在大排档，准备观
看世界杯揭幕战，被忽然出现的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干警逮个正着。原来，该
球迷施某还是一名“老赖”。

当晚，执行干警接到申请执行人的电话，称“老赖”施某正在一家大排档准备看
球。干警们立即开车前往。鉴于施某屡次悔约，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法院决定依法对其司法拘留15日。

本报记者 周瑞平 本报通讯员 金 风 汪 坤 朱传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