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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着眼六个“度”力克执行难
本报记者 费文彬 本报通讯员 余作才 陈竞超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高度、广度、力度、速度、温度、热度”为抓手，全力攻克执行难。2016年1月1日

至2018年7月31日，全市两级法院执行收案37358件，执结33289件，执结率89.11%，执行到位金额64.76亿元，有财产可供

执行案件法定期限内实际执结率97.85%，执行信访办结率100%，2018年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终本合格率达到90%以上。

强化督导 提升执行高度

合力攻坚 拓宽执行广度

创新举措 加快执行速度

关注民生 彰显执行温度

桂林中院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坚
决如期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
的要求，召开会议进行专门动员和部署，
各基层法院院长分别与市中院院长签订

“军令状”，誓师完成攻坚任务。
“在执行会战这段时间，我每周至少

用两天时间听取执行工作汇报，难点问题
现场敲定解决方案，其他院领导也要深入
到基层法院进行督查。”在执行攻坚专题
党组会上，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陈敏
作了表态。

桂林中院坚持“一把手抓、抓一把手”，
成立了由院长任组长、全体班子成员和各
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领
导小组，对口联系指导17个基层法院。中
院党组定期召开执行工作会议，集体会诊
把脉，分析短板弱项，推进工作落实。两级
法院党组成员特别是“一把手”、主管副院
长、执行局长都亲临执行一线，进行现场办

公办案，推动基本解决执行难各项决策部
署落地见效。

今年 5月 15日，桂林市两级法院“院
长连线”，各基层法院“一把手”比武，展示
执行成果，汇报困难问题，桂林中院党组
成员带着问题、带着案件下基层进行精准
指导。陈敏到联系点永福县人民法院协
调解决地税部门提供网拍询价服务问题；
分管执行工作的副院长张德生和执行局
局长向阳到龙胜各族自治县、全州县、灌
阳县、恭城瑶族自治县、平乐县 5个基层
法院，就终本案件整改、有财产案件结案
等开展“面对面”督导；副院长杨胜男带队
到荔浦市人民法院督导执行工作。

“我是民主党派人士挂职的副院长，
虽然不分管执行工作，但按照党组要求，
我必须到联系法院进行督导，我们不再是
攻坚执行难的看客，而是肩负任务的战
士。”副院长唐原说。

“今年执行攻坚，我们法院要给相关
部门打分，不配合、不支持的直接扣
分。”阳朔县人民法院院长苗小所介绍
说，“基本解决执行难”被纳入今年县委
专项目标考核，并增加正负 5 分的考核
分值区间。

桂林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
乐秦对执行工批示予以肯定和支持，县
（区）主要领导对执行工作均作出批示。

桂林市委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解决
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指导意见》，并
主持召开执行指挥中心联席会议，协调成
员单位参与联动执行，着力破解查人找
物、规避执行、财产变现等执行难题，化解
涉党政机关、涉军停偿、涉楼盘等疑难复
杂案件,形成了党委领导下的齐抓共管、
综合治理执行难的大格局。

桂林市公安局下文，要求全市公安机

关积极协助查找被执行人下落，形成联合
打击拒执行为的强大合力；桂林中院与桂
林银监分局联合召集辖区内33家银行进
行座谈，推进网络执行查控机制建设，各
银行相继设立执行业务办理专柜，提高查
冻扣业务办理效率。

桂林中院还联合市检察院、市公安局
共同签署《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进一步加大
打击拒执犯罪力度，制定并下发《关于执
行案件使用调查令的实施办法(试行)》，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律师们可以向法院
申请调查令，对被执行人的户籍、财产、债
权等相关情况进行调查。

公检法三家会签《关于严厉敦促被执
行人依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
通告》，敦促规避和抗拒执行人员依法主
动履行义务。

专项行动 强化执行力度
今年4月25日凌晨6点，在桂林市执

行指挥中心，张德生通过执行指挥中心远
程视频指挥系统向全市17个基层法院下
达“全市法院‘春雷行动’现在开始”的指
令，向社会传递了法院兑现当事人胜诉权
益的坚强决心。

当天，平乐县人民法院将桂林钜弘鞋
业有限公司这个“骨头案”列入执行范围。
该公司于2014年4月停产，欠下15名农民
工工资共5.6万元，法定代理人李某也下落
不明。2015年初，该案进入执行程序，经查
询该公司厂房是租的，生产设备多数已陈
旧无法使用，执行陷入僵局。

随后，平乐县法院将该公司列为失信
被执行人，对李某“限高”，可李某仍置之不
理。今年广西“三月三”“清明”节连休，得
知李某回家扫墓，干警便蹲守两天两夜，终
于在4月24日晚上找到李某。经法官释法
明理，李某于4月25日11点将5.6万元交

到平乐法院执行局法官手上。
在此次“春雷行动”中，全市两级法院

共出动干警451名，拘传145名被执行人，
拘留 53 人，90 人当场给付执行款 240 万
元，达成和解分期履行债务1008万元，执
结案件54件。

11 月 14 日凌晨 5 时，桂林两级法院
再次开展集中拘留拘传被执行人的“冬季
风暴”专项活动。

今年，全市法院还开展“百日风暴”活
动，执结长期未结案45件、涉党政机关案9
件、涉民生案330件，最高人民法院挂网督
办信访案5件；6月20日，两级法院同时集
中约谈442名被执行人，62人当场自觉履
行义务1312.38万元，促使45件执结。

3 年来，桂林两级法院共限制消费
21994人、发布失信名单18088人、罚款29
人 212.57万元、拘留 844人、判处 15人拒
执罪，展现了铁腕治“赖”的决心。

在这场破解执行难的战役中，桂
林两级法院不断创新举措，摸索出了
破解执行难的三大利器。一是执行联
动，二是打击拒执，三是执行案件转破
产。两年多来，这三大利器被灵活运
用到各类执行案件中，让许多原本没
有办法执行的案件迎刃而解。

如今，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法
院执行不仅有“刚性”，也有“温度”。
法院干警们在执行过程中费尽心思，
一方面向“老赖”们亮剑，集中拘留拘
传被执行人，并将行为恶劣者移送公
安机关追究拒执罪，通过强制手段倒
逼被执行人自觉履行义务。另一方
面，对于那些确实有困难的被执行
人，法院则采取积极推行企业通过

“执转破”方式进入破产程序，以及运
用司法救助、司法拍卖等多种手段，
有“温度”地促进执行。

加强执行信息化建设和运用，进

一步完善执行指挥中心功能，对所有
执行案件进行全方位监控，为执行工
作“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一协调”提
供有力抓手。通过网络对被执行人存
款、房产、土地、车辆、股权、银行理财产
品、互联网支付账户等财产采取查询、
冻结、扣划措施。

新浪“执行天眼”系统可以由法院
自行操作，通过追踪被执行人的通信、
网络线索，快速定位被执行人行踪，给
执行工作带来了方便。

针对涉楼盘系列案件多、涉案标
的额高、执行周期长的特点，桂林中院
于今年5月22日成立“执转破”审理合
议庭，抽调精干审判力量，专门负责审
查并指导全市“执转破”工作。正在审
查或拟报送“执转破”审查的系列案件
有 12个。今年网拍标的物 866个，成
交金额30095.92万元，溢价率19.13%，
为当事人节省佣金1213.58万元。

“谢谢了，你们辛苦了，跑这么远
来给我送司法救助款！”6月 15日，最
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到桂林调研
司法救助工作，实地走访慰问司法救
助申请人唐某，并送去司法救助金 10
万元时，唐某连声感谢。

灌阳的唐某与赵某健康权纠纷一
案，申请人唐某属颅脑损伤致重度智
力缺损，三级伤残，不能完全独立生
活，需经常有人监护。该案经灌阳县
人民法院、桂林中院两级法院审理，判
决由赵某赔偿唐某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19万余元。判决生效后，赵某未履行
判决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唐某遂于今
年1月2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因赵某跟随其女儿外出带小孩、
长期不在家，没有经济收入，灌阳县法
院通过网络“总对总”、银行存款、工
商、国土、房产等部门查询，也未发现

被执行人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在执行法官的多次奔波下，申请人

向法院申请执行救助并向法院申请终
结本次执行程序，待发现被执行人有可
供执行财产或财产线索时，再向法院申
请对本案的执行程序。法院于5月28
日依法终结本案的本次执行程序。

“对于因身体伤害而处于急迫困
难中的当事人而言，司法的公正判决
仅仅是点燃生活的希望而已。”主办此
案的法官刘新农说，对于丧失劳动能
力，没有生活来源而导致无钱医治，就
要让司法救助惠及申请执行人。

全市法院积极开展涉民生专项执
行活动以来，已办结涉民生案件 973
件，执行到位金额3172.62万元，为165
名农民工追回欠薪 286.29万元，共向
684名当事人发放救助金977.48万元，
有效预防和化解涉执信访案506件。

营造氛围 掀起宣传热度
桂林中院加强执行工作宣传，下

发决胜“基本执行难”新闻宣传工作方
案，主动争取市委宣传部的支持，掀起
了执行宣传工作新的热潮。

今年 6 月，桂林中院组织两级法
院上街开展集中宣传活动，向社会
普及有关执行方面的法律和“执行
不能”的知识，同时，全市两级法院
每次重大执行行动都邀请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廉政监督员、社会各
界代表见证执行，争取社会各界对
执行工作的理解、信任与支持；7 月
开展“直播月”活动，网络直播强制
腾房、拘留“老赖”等重大执行行动
10 次；8 月与桂林电视台联合制作

“桂林法院决胜执行难”专栏，以案
例形式播出“执转破”、协同执行、涉

民生、打击拒执罪等典型案例 10 个，
营造全社会理解支持执行的良好氛
围。全市法院通过在火车站、商业
中心等地的电子大屏幕、公交车上
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5872
条，限制高消费 5891人。

3 年来，两级法院在市级以上报
刊发表执行宣传稿件 288 篇、在电台
电视台播出执行信息 456 条、被“广
西执行”微信公众号采稿 175 篇，编
发《桂林法院执行工作动态》13 期，
召开新闻发布会 62 次，展示执行工
作成果、树立法院良好形象。同时，
拍摄执行公益广告片《自觉》、微电
影《心灯》、微动漫《话说执行难与执
行不能》等，向社会传递“守信光荣、
失信可耻”的理念。

盛方奇 制图

营造氛围 掀起宣传热度

重大执行行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廉政
监督员等见证执行；7月开展“直播月”，网络直播
强制腾房、拘留“老赖”等重大执行行动10次；8
月与电视台联合制作“桂林法院决胜执行难”专
栏，播出典型案例10个。

强化督导 提升执行高度

桂林中院坚持“一把手抓、抓一把手”，院长
重点工作亲力亲为、重点任务亲自督办、重点案
件亲自协调。

合力攻坚 拓宽执行广度

桂林市委政法委出台文件，并主持召开联席会
议，协调成员单位；市公安局下文，要求全市公安
机关积极协助查找被执行人下落；桂林中院与桂林
银监分局联合召集辖区内33家银行进行座谈，推进
网络执行查控机制建设。

专项行动 强化执行力度

3 年来，桂林两级法院共限制消费 21994
人、发布失信名单 18088人、罚款 29人212.57
万元、拘留844人、判处拒执罪15人。

创新举措 加快执行速度

桂林两级法院灵活运用破解执行难的三大利
器：一是执行联动，二是打击拒执，三是执行案件
转破产。

关注民生 彰显执行温度

全市法院积极开展涉民生专项执行活动，已办
结涉民生案件 973件，执行到位金额 3172.62万
元，共向684名当事人发放救助金977.48万元，有
效预防和化解涉执信访案506件。

王彩霞、新北方集团有限公司、天津金栋矿产品销售有限公
司、伟华控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18）最高法民终 1325号
关于焦金栋与被上诉人焦金柱、王彩霞、山西新北方集团有限公
司、山西滨福煤业有限公司、山西二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
西介休三盛焦化有限公司、天津金栋矿产品销售有限公司、伟
华控股有限公司及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民事信托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 2019 年 2 月 22 日（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本院将依法
进行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王鸿飞、纪春英、王京宁、杨萍、南京新城意象房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南京旺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南京江南客栈宾馆有限公
司、南京望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市高淳区新城意象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含山县新城意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京新城
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南京市六合区瑞丰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沙俊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简转普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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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江苏]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9月6日裁定受理重庆云河水电股份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于2018年11月9日指定重庆丽达律师事务所
担任重庆云河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重庆云河水电股份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9年 1月 6日止，向管理
人重庆丽达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重庆市忠县忠州大道山东路
重庆云河水电股份有限公司；邮政编码：404300；联系人及电话:
周婷 18375639095、张炼 138528306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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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补充申报的债权人承担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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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云河水电股份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重庆丽达律师事务所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9年1月21日9时
30分采取网络会议方式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债权人在2019年1月21日之前可根据短信通知的账号和
密码登录“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 court.
gov. cn），点击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首页右下角会议浮动框中的
【进入会议】，确认网上参会，查看会议相关文档。请参会人员务必在
会议开始当日请再次登录系统，通过网络参会和投票表决。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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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忠县人民法院

2018年9月17日，本院裁定受理申请人陆彤对被申请人北
京中天信德企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一案。按照北
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随机选定清算组的规定和随机抽选的结果，
指定北京市东易律师事务所担任本案清算组。被申请人北京中
天信德企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1月6日之
前向北京中天信德企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清算组（通讯地址：北
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62号中关村资本大厦2层205-207；负责人：
陈燕殊，电话：010-83020086、13366790769）申报债权。如未能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清算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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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费用。债权人未申报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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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申请人北京中天信德企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北京中天信德企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清算组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联系方式同上。本院定于2019年1月15日
下午14时在本院南区第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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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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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提交律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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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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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因福州亮剑安全防护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已于 2018年 12
月 13日前将福州亮剑安全防护设备有限公司尚有部分财产分
配完结。上述财产进行公平清偿后，福州亮剑安全防护设备有限
公司仍无法全面清算，故终结强制清算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
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十四条规定，本院于 2018年 12
月 13日裁定终结福州亮剑安全防护设备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
序。 [福建]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王晨光、钟安源、尹元贞、朱永爱的申请，于
2018年5月21日裁定受理深圳市纳瑞物流工程有限公司强制清
算一案，并指定上海市建纬（深圳）律师事务所为深圳市纳瑞物流
工程有限公司清算组。深圳市纳瑞物流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自2019年2月10日前向该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通讯地址：深圳
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11号港中旅大厦9楼；负责人：刘红艳；联系
人：刘红艳，廖创造；联系电话：13510140522、18824282801；传真：
0755-22661566）。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公司清算
程序终结前补充申报，并在公司尚未分配财产中依法清偿。深圳
市纳瑞物流工程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深圳市
纳瑞物流工程有限公司清算组即上海市建纬（深圳）律师事务所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桂林万紫千红体育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广
西大锦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广西大锦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申请对涉案工程进行造

价鉴定，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桂0331委鉴30号选择鉴定机构通
知书、现场勘查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并定于公告送达期满后第3日上午11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六法庭选择鉴定机构。 [广西]荔浦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8月24日立案受理原告北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
者环境研究所与被告大理市瑞泽建材厂破坏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一案。诉讼过程中，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八十九条规
定，现予以公告。公告期间为2018年12月11日至2019年1月10日。
具体内容详见：http：//www．dlzfy．gov．cn／ssdh／ktgg／2018-11-
29／2218．html。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西安玉曲翠赋珠宝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2018)陕0104执2763
号、2764号陕西天朗实业有限公司与你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两案中，
因你公司未在本院已生效的(2018)陕0104民初641号、642号民事判决
书确定的期限内腾交位于西安市莲湖区大兴东路天朗大兴郡锦城14号
楼（JC-14-10、9、8、7）、15号楼（JC-15-04、03、02、01）房屋。2018年11
月6日本院发出腾房公告。2018年12月5日本院对上述涉案房屋进行强
制执行，已腾交给陕西天朗实业有限公司，并将你公司在上述房屋中搁
置的若干工艺品摆件、挂件、桌椅茶几等物品逐一公证后交由陕西天朗
实业有限公司保管。现本院通知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来本院
办理物品领取手续，逾期不领取，则视为放弃，上述物品将交由陕西天朗
实业有限公司自行处置。 [陕西]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

邹少阳（身份证号码：512222196711171614）：本行政机关
于2018年6月20日对你做出济历城卫医罚【2018】016号行政处
罚决定，已于2018年9月15日公告送达。在法定期限内，你尚未
履行该决定，现向你公告送达催告书（济历城卫医催告【2018】020
号）。请你自本公告发出起60日内前来领取催告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你对此有异议，可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来陈述和
申辩，逾期本机关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联系人：高兆林；电
话：0531-83175358。 济南市历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本院于2018年11月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梁桂秀申请宣告梁群失
踪一案。申请人梁桂秀称，梁群自2003年6月走失，至今未归，申请人于
2016年6月28日向南雄市公安报梁群失踪案，现已超过5年，仍下落不
明。下落不明人梁群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
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梁群将被宣告失踪。凡
知悉下落不明人梁群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
悉的下落不明人梁群情况，向本院报告。 [广东]南雄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王盘增申请宣告张玉梅死亡一案，经查：张玉梅，女，1917
年9月14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230104191709143120），汉族，无职业，
失踪前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南勋街282号3栋5单元7楼2号，于
1995年离家走失，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
希望张玉梅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李一鸣申请宣告曲香失踪一案，经查：曲香，女，1977
年 12月 2日出生，汉族，住址辽宁省康平县方家镇王家窝堡村，于
2011年起，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7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为 3个月。希望曲香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辽宁]康平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8年 8月 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廖自森申请宣告文秀
武死亡一案。申请人廖自森称，下落不明人文秀武1986年6月声称
外出做生意，至今不归；曾于1989年9月被四川省江油县公安局收
容审查，释放后不知去向。下落不明人文秀武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1
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报的，下落不
明人文秀武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文秀武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文秀武情况，向
本院报告。 [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

万俊：本会于2018年5月9日受理的申请人武汉江南实业集团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你房屋买卖合同争议案 [（2018）武仲受字第
000001497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仲裁
规则、仲裁员名册、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仲裁员选定书和答辩书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7日内和10日内，开庭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30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会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汉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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