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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献策

□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桦南
县梨树乡和平村农民 孙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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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打赢这场硬仗，不能单打独斗，要借势而为，尤其是要借助各级人大代表的力量，他们有

广泛的群众基础，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有监督的权力，有助威见证的效果……”11月中旬，记者

在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采访时，该院院长傅成保说。

自总攻“基本解决执行难”以来，海州法院积极搭建人大代表联络平台，将“代表监督”作为破

解执行难的“助燃剂”，以监督促进执行工作提质增效。今年1至10月，该院受理执行案件6867件，

结案5540件，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审限内执结率为94.51%，终本合格率为99.92%，执行案件

三年执结率为91.03%，执行信访办结率达100%，四个核心指标数据全部达到第三方评估要求。

□ 本报记者 张宽明 本报通讯员 张 培 文/图

见证·监督·建议 海州人大代表助力执行角色多

主题阅读

11月10日，执行法官对富都宾馆负责人办公室进行清场，市区两级人大代表在现场见证执行。

■助威见证，
强力攻坚执行难

海州法院开展“冬季攻坚”集中
执行活动，重点解决一批疑难复杂、
消极履行等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

11月 10日早上 6时，连云港市
和海州区的8名人大代表已经等候
在区法院门前的广场上。他们应邀
与50多名执行干警一起参加“冬季
攻坚”行动。

“这起案件的被执行人是富都
宾馆，执行标的物是面积为 3000余
平方米的一栋商品楼。”在警车行进
途中，执行法官向人大代表介绍案
件基本情况。

该案系江苏石油公司与连云港
经贸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判决
生效后，被执行人连云港经贸公司
及房屋实际占有人富都宾馆拒不搬
出房屋。法院两次张贴公告，富都
宾馆负责人蒋某仍不露面，宾馆却
一直在经营。行动前一天晚上，执
行干警已按法定程序告知所有住宿
的房客，确保所有旅客全部清退。

干警们到达富都宾馆后，4 名
服务人员正在上班。当执行干警出
示有效证件后询问宾馆负责人的情
况，服务人员抵触情绪较大，拒不配
合。劝说无效后，行动小组果断采
取强制措施，打开宾馆办公用房对
总经理办公室物品进行清点。得知
干警们“动真格”的了，蒋某闻讯赶
来阻挠执行，法官释明后，不但不配
合执行，还辱骂法官，抢夺执法记录
仪，暴力抗拒执行，后被执行干警控
制。经过 4 个多小时，清场工作最
终完成。

“真没想到，我的一个案件花费
了法院这么多人力、物力、精力，执
行工作真不容易。”申请执行人江苏
石油公司负责人殷经理竖起了大拇
指。

“今天零距离接触执行现场，感
觉很震撼，真正感受到司法的权威
性，整个执行过程全程现场直播，执
行法官现场说法，程序公开公正，执
行效果非常好。希望全社会共同关
心、关注、支持法院的执行工作，真
正做到让‘老赖’无处可藏，在全社
会形成遵法守法、诚实守信的社会
风尚。”市人大代表洪娟在直播现场
向广大网友呼吁。

该案执结完毕，8 名人大代表
又跟随执行干警奔赴下一个执行现
场。

“你们法院拿走我的房子，就是
断我活路。现在我就跳下去！”执行
法官张玖铭和同事刚踏进被执行人
王某的房子，王某就冲到阳台，声嘶
力竭地喊道。

原来，王某长期借钱赌博，欠
朋友一大笔借款。他名下有一套
房产，但拒不配合执行，法院决定
对房屋进行强制执行。

“想过跳下去的后果吗？想过
你的老婆孩子以后怎么生活吗？
钱没有了可以再挣，人没有了，怎
么办？”张玖铭没有谈案件，而是和
王某谈起亲情。

一个多小时的僵持，王某仍以
死相要挟，但语气已没有那么强
硬。张玖铭和他释明拒不履行生
效判决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最
终，王某搬出房屋。

“‘老赖’们真是花样百出，执
行法官除了具备专业的法律素养，
还要具备处乱不惊的强大心理和
见招拆招的灵活处置能力。”一个
上午，看到两个案件成功执结，人
大代表徐霞啧啧称赞。

据统计，今年海州法院先后邀
请人大代表200余人次，参加涉民
生、金融等专项案件集中执行 62

次，实施搜查 122 次。执行过程中联合
媒体全媒体直播 4次，近百万网民零距
离直击执行一线。该院还利用官方微信
平台，第一时间发布执行动态、执行案
例，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216 人，发
布悬赏公告 6次 60人，向公安机关移送
涉嫌拒执案50件59人。

■助调好帮手，
案结事了暖人心

“说实话，我是真够倒霉的，走路遇
到飞来横祸，对方还是个油盐不进、软硬
不吃的无赖。该想的法子法院的同志基
本都尝试了，对方也被拘留 15天了，可
是依然不还钱，看来这钱没希望了。”申
请执行人刘大妈既着急又沮丧。

刘大妈口中的这个人就是撞伤她的
孙某。2017年11月，刘大妈在村里正常
步行，被孙某驾驶的载有超宽、超重物品
的电动三轮车撞到腹部，导致盆腔出血，
在医院住了14天。经交警部门认定，孙
某负全责。法院经审理，依法判决孙某
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刘大妈1.2万元。

执行立案后，法官查明孙某银行账
户上及名下均无可供执行的财产，通过
调查得知孙某的丈夫在外地打工，经查
明账户上也没有可供执行的存款。最终
法院依法作出拘留决定，孙某态度仍然
很强硬，更可气的是还丢下一句话“拘就

拘，就是没钱。”孙某最终被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但是她依然我行我素，拒不
还钱。刘大妈心灰意冷，几乎不抱希望
了。

执行法官雷书生一边安慰刘大妈，
一边想办法，他最后找到了辖区内的区
人大代表刘作卫，他们一起去找村里的
妇联主任陆英想办法。

随后，刘作卫一行找到了孙某的丈
夫，讲明了失信行为的利害关系，对家人
将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最终孙某丈夫怕
儿子因母亲上“黑名单”产生心理波动影
响学习成绩和考大学，主动找到法官履
行了义务，久拖未决的案件也终于顺利
结案。

“为进一步提升执行案件矛盾化解，
我院积极邀请人大代表、人民调解员等
参与执行案件工作。人大代表具有社会
联系广泛、熟悉基层情况的优势，协助法
院妥善解决了一批难办的案件。今年，
人大代表、村干部等参与调解执行案件
71件，全部履行完毕，涉及标的额759万
余元。”该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高兵介
绍说。

■助力好建议，
瞄准硬骨头精准发力

“和法院打了 20 多年交道了，黑
发也熬成白发了，这是最后一次来找

法官了，以后再也不来喽！”谢奶
奶把锦旗送到了法官手中，打趣地
说。

谢奶奶的案件还得从 1996 年说
起。谢奶奶和本案的被执行人付某原
本是和睦的邻居。谢奶奶把自家的农
用车以 3 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付某，并
且约定一年内分3次付完余款。车辆
交给付某后，谁知在使用车辆过程中，
发生了交通事故将人撞伤，付某需要
承担赔偿责任。

约定期限内，付某迟迟未将欠款
付给谢奶奶，无奈之下，案件起诉到
法院，法院依法判决付某支付车款及
利息。拿到了法院的判决，谢奶奶以
为付某应该要还钱了，可付某和妻子
离婚后远走他乡，一直无法取得联
系。

从判决生效到如今，一晃21年过
去了。因为当时判决书只有姓名，没
有身份信息，查找付某如大海捞针。
其间，谢奶奶成了法院的常客，经常来
法院找法官、找分管领导，写信给人大
等部门反映诉求。后来，谢奶奶随儿
女到北京居住，但她每个月定期回老
家，每次回来她总是先到法院“报到”，
找法官询问案件进展情况。

2018 年初，事情出现转机，谢奶
奶得知付某可能回到老家乡镇工作。
执行法官王勤宇问道：“20年了，你还

能认得付某吗？”谢奶奶斩钉截铁
地回答：“他化成灰都能认得。”

王勤宇立即到乡镇派出所调
取信息，可是重名人较多，经过分
析核查，锁定了目标。当法官拿
着照片让谢奶奶辨识时，因时间
确实太久，谢奶奶也不敢肯定。
案件又回到了原点，谢奶奶再次
陷入了彷徨。

王勤宇又把调取的信息全部
梳理一遍，发现付某留存在银行
的信息上有手机号码，便试着拨
通，旁敲侧击地询问，对方听说
是法院要执行款的，怔了许久，
承认确实是他。法官第一时间冻
结了他的银行账户。后来双方达
成了和解协议，目前已经履行完
毕。

“法官执行过程要以问题为
导向，主动想办法，要敢于啃硬骨
头。”市人大代表李东红建议。

为广泛征求代表意见，海州
法院开展“请进来、走出去”的方
式听意见促整改，不断推进执行
工作的常态化开展。为提高人大
代表的实体性监督，海州法院成
立了人大代表联络室，定期组织
开展联络活动，120 余名代表受
邀视察执行指挥中心、听取执行
工作汇报，32名代表现场见证执
行，8 名代表参加了拒执罪案件
办理工作通报新闻发布会，在座
谈会上征求代表意见建议。今年
还聘请了5名省市区人大代表担
任特邀作风监督员，通过庭外加
强对法院干警执法办案、司法作
风、党风廉政的监督，建立司法监
督员微信群，通过线上受理监督
员意见建议。

代表们纷纷提出意见建议：
打击“老赖”要常态化，要建立长
效机制，不能时紧时松；要加大对

“老赖”的打击力度，要穷尽手段，
不能让胜诉人拿着一纸空判；执
行工作要全社会参与，更要政府
多部门联动，形成打击合力；网上
有一些针对执行工作的负面舆
情，法院要开展立体式宣传，让当
事人配合执行工作而不是发布负
面情绪；要将失信人的照片信息
发布在车站、商场、路口、村口等
人群集中的地方……

“通过邀请人大代表全程监
督、参与法院的执行工作，让大家
对执行工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大家提出的建议对于推进执行工
作也具有重要意义。”傅成保表
示，代表们所提出的关于执行工
作的真知灼见，将落实到工作中，
该院将继续攻坚克难，群策群力，
坚决打赢执行攻坚战，维护法律
的公平正义和权威。

一、理由
执行是指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的执行。它
是刑事、民事等诉讼程序的最后阶
段。在这个阶段中，首先表明的，就
是各诉讼活动的全部结束，其次表
明的，就是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判决和裁定。将在此最后阶段全部
实现其所作决定。

执行工作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
点和难点，认真执行生效法律文书，
维护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人
民法院的重要职责。执行工作的顺
利完成，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有利于提高公众对法院的信
心，有利于捍卫法律的权威和尊
严。现在，摆在全国法院系统面前
的是突出的执行难问题。

二、建议
（一）加强各部门联动，增强强

制执行针对性。现有的“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制度，限制了失信被执行
人的高消费，剥夺了失信被执行人
的部分权利，积极推动了被执行人
主动履行生效判决，效果显著。对
于大多数执行案件来说，因被执行
人经济条件有限，限制高消费对其
日常生活并未带来实质影响，现行
的强制措施和强制执行手段已经不
能促使被执行人主动履行生效判
决。应更有针对性地修改相关法律
法规，加强各部门的协调联动，从立
法层面限制被执行人的权利实现，
加强各部门联动有针对性限制被执
行人的消费活动，如限制乘坐交通
工具、限制办理移动通讯服务等。

（二）严格执行被执行人财产申
报制度。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的
核心就是要求被执行人定期向人民
法院申报自己的财产收入情况，经
人民法院核实后，发给“被执行人须
知”，并告知其不得从事的消费行
为，以及违反规定所应承担的法律
责任，从而使被执行人自觉履行义
务。在执行过程中，对债务人动之
以情、晓之以利害，阐明继续拖欠
民工工资将对社会、企业及本人产
生的不良后果，让其提交所欠民工
工资明细表并主动及时归还。

（三）当被执行人不如实申报并
隐、匿、毁、转移被执行财产并进行
高消费时，就以拒不履行法院判决、
裁定，以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依法
予以制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
刑事责任。当对被执行人员采取说
服教育措施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下，
仍然没有效果，拒不履行给付义务
和违反“须知”而进行高消费行为，
就应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来给被执
行人较大压力，促使执行工作顺利
完成。

（四）执行人员提高对执行时间
紧迫性认识。不能等待被执行人主
动执行，而是要主动去催促执行。
特别是对老、弱、病、残活动困难的
人员，要优先立案、优先执行、重点
督办、限期执结、快速执行。执行人
员要廉洁自律，杜绝办“三案”等违
法违纪现象出现。

（五）有些执行案件不能顺利执
行是受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
义的干扰。法院要力争在政府的支
持和人大监督及各部门的协助下克
服这些困难，奋勇将此类案件执行
到底。

（六）在执行工作受挫时，对提供
被执行人重要信息的群众给予奖励，
促进群众监督。让被执行人身处高
度监控的状态下，迫使被执行人自觉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七）对被执行人系外来人员的
执行案件，执行人员应更快，迅速采
取保全措施，以免被执行人员逃避法
律责任。用强硬的法律武器，迫使被
执行人自觉履行给付义务，以及时高
效的执行效果为受害者服务，让人民
群众忧心而来，满意而归。

10月24日，人大代表在海州法院执行指挥中心观看财产查控、司法网拍
等工作流程。

11月10日，海州法院开展“冬季攻坚”执行行动，人大代表跟
随执行法官来到被执行人王某家中见证执行。

重拳！北京公布40家重大劳
动保障违法行为企业名单

拖欠劳动报酬的 31 家、经行政部
门责令改正却拒不改正的4家、逾期不
缴纳社会保险费等违法行为的3家、违
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2家。北京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2月13日公布
了 40 家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企业名
单。

这是继今年9月份公布首批4家重

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企业名单后，北
京市更大规模、更大力度地公布重大
劳动保障违法行为企业名单。此次公
布的 40 家企业将被记入劳动保障守
法诚信档案，纳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社会信用体系。同时，北京市人力社
保局还将与其他部门和社会组织依法
依规实施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加大
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

北京市劳动保障监察总队总队长
黄彬介绍，截至今年 11 月底，北京
共检查用人单位9.72万户，查处各类
劳动保障违法案件1.62万件，为劳动
者追发工资2.36亿元。

“针对农民工工资问题，今年数
量上实现‘三下降’。”黄彬说，目前
京津冀地区实施“一地一策”的协同
监管，建立信息共享合作机制，三地
定期通报不良信用信息名单，使违法
违规企业及个人在京津冀地区内“一
处违法、处处受限”。

据悉，北京将重点从行业监管的
角度，对建设工程、餐饮、保安、快
递等领域，规范企业用工、督促企业
按照法律法规实施管理，营造良好的
用工环境。此次公布的 40 家企业名
单，公众可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官方网站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