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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
如果法院判决得不到有效执

行，司法公正和权威就难以彰显。
如何破解执行难、保障当事人合法
权益，一直以来都是人民群众广泛
关切、司法机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

1988 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中“执行难”三个字第一次出现
在公众视野中，人民法院满怀勇气
与担当，踏上了攻坚执行难的征
程。

读史鉴兴衰，难忘峥嵘。
设立专门机构，增强内部管

理，改进工作方法……人民法院不
断从改革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一路
攻坚克难，努力为人民群众打通司
法公正的“最后一公里”。接力马
嘶鸣，捷报声声。

30 载栉风沐雨，人民法院坚
持问题导向，以人民满意为标准，
破藩篱、克难关，执行攻坚不断向
纵深推进。

2016 年 3 月 13 日，在全国两
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作出庄
严承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
决执行难问题。”

两年多时间已经过去，“基本
解决执行难”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并进入最后攻坚阶段，取得的成就
举世瞩目。

谋全局，铸根基：
艰难摸索破除执行干预，

革新方法缓解执行难，“强制
执行”走向“自觉履行”

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单位和个
人基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干
预、妨碍执行，成为执行工作的巨
大阻力。

1987 年，最高人民法院召开
全国法院工作会议进行专门讨论，
强调了要加强执行力量，在必要时
强制执行，大力扭转执行难的局
面。

接下来的十年间，人民法院从
“刀刃向内”起，首先试行内部改
革，提升法院自身的执行工作力
量，同时探索改进执行方法，精准
攻坚，强化执行管理，不断提高队
伍战斗力。

夯基础，立标杆，促革新。
1995 年，最高人民法院成立

专门执行机构，全国各级人民法院
普遍设立执行庭，夯实执行队伍基
础；

1998 年 ， 开 展 执 行 体 制 改
革，建立高级人民法院对辖区内执
行工作统一管理、统一协调的体
制，跨地区案件实行委托执行和提
级执行，抵制各种干扰；

同时，人民法院还积极探索被
执行人财产审计等措施，改进执行
方式，缓解执行难……

经年耕耘，终有所成。1998
年至 2003 年的五年间，人民法院

执结诉讼案件、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
非诉讼案件以及仲裁裁决等案件共
1226万件，比前五年上升83%；执结
标的总金额 13477 亿元，增长 4 倍，
改革成效显著。

随着执行工作体制机制内部改
革的顺利进行，最高人民法院开始
将执行工作重点转移到监督指导地
方各级人民法院加大执行协调工作
力度上，积极推动国家执行联动机
制建设。

经过不懈努力，截至 2008 年，
当事人自动履行率比前五年提高3.63
个百分点，强制执行案件 1080 万
件，同比下降 11.91%；执行标的金
额17276.2亿元，增长28.19%。

绘蓝图，谱新章：
插上信息化“翅膀”，创新

体制机制攻坚执行难

经过 30 年的改革发展，人民群
众对于法治的呼声更强，对执行工作
的期盼也更深。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
“切实解决执行难”，为执行工作指明
道路。最高人民法院也因时而动，庄
严宣布“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
行难”，吹响执行攻坚号角。

这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是前所
未有的难关。

面对千头万绪的执行问题，人民
法院拿出“敢啃硬骨头”的决心，乘
着信息化建设的东风，用数据联通

“筋脉”，以执行信息化改变传统的执
行管理模式、执行查控模式、财产变
现模式，方向明确、路径清晰，势必
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

找不到人和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交通运

输部等 16 家单位和 3903 家银行联
网，建立“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可
以查询被执行人全国范围内的不动
产、存款、金融理财产品等16类25
项信息，提供足不出户查遍全国财产
的查询平台。

截至2018年9月，全国法院通过
网络执行查控系统，为5746.21万案
件提供查询冻结服务，共冻结资金
2991.53亿元。

人民法院用信息织就“天网”，
让人找得到，财产查得出。

查到财产无法变现？
最高人民法院确立以网络拍卖为

原则、传统拍卖为例外的司法拍卖新
模式，在全国法院全面推行网络司法
拍卖，成交率、溢价率成倍增长，流
拍率、降价率、拍卖成本明显下降，
有效祛除权力寻租空间，斩断不法利
益链条，实现拍卖环节违纪违法“零
投诉”。

目前，全面实行网拍的法院覆盖
率达到 92.53%，全国法院网络拍卖
74万余次，成交22万余件，成交额
5014 亿元，标的物成交率 73.13%，
溢价率 66.24%，为当事人节约佣金
152亿元。

2018 年 8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
干问题的规定》，提高了财产处置效
率，规范了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
考价。

以合理价格处理执行财物，提高
财产处置效率，把冻结财产变成执行
款。

我们看到，一项项新制度落地生
根，改革的红利不断释放。全国法院
沿着最高人民法院绘制的路线图，一
步一个脚印，将蓝图变为现实， 扎扎
实实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执行
道路，破解执行难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构体系，迎未来：
让制度长出“尖牙利齿”，

努力探索中国特色执行道路，为
构建社会诚信体系添砖加瓦

人民期盼的，就是改革要做的。
对于执行工作，就是要让当事人

真正把执行款揣进口袋里。
人民法院全面推进执行信息化、

规范化建设，不断深化执行体制机制
和管理模式改革，持续加强队伍建
设，加大投入保障力度，坚持问题导
向，坚持“刀刃向内”，全力实现“依
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的
目标。

至精至诚，必见其功。2016年至
2018 年 9 月，全国法院共受理执行案
件1884万件，执结1693.8万件 （含终
本案件），执行到位金额4.07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05%、120%和76%。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制度，采取 11 类 37 大
项 150 项惩戒措施，对失信被执行人
担任公职、购房、投资等进行限制，
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惩戒。“抖
音‘老赖’”“‘老赖’广告电子
屏”……各地法院积极创新对失信被
执行人的惩戒措施，增加被执行人的
失信成本。

截至2018年9月30日，全国法院
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211 万
例，322万失信被执行人迫于信用惩戒
压力履行了义务。

一系列的联合惩戒措施受到了全
社会的广泛关注，取得成果好评不
断，老百姓们说执行长出了“尖牙利
齿”，让“老赖”无所遁形。

人民法院通过制度设计的一系列
创新，进一步健全了不敢逃债、不能
逃债、不愿逃债的制度体系，积极推
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努力形成执行
不再难的风气。

风雨40年初心不改，执行改革生
生不息。随着“基本解决执行难”攻
坚战不断取得新成效、新突破，一整
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法院执行工作
体系正在探索中逐步形成，并将作为
执行工作道路建设不断巩固发展。从
破解执行难，到让执行不再难，人民
法院用执行的“利剑”坚决守护司法
权威和法律尊严，让司法公正在“最
后一公里”提速。

一个“智慧”，道出了司法奋进的
时代之音。

40年峥嵘岁月，激荡着科技发展
的改革浪潮。人民法院紧扣时代脉
搏，不断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以网络
化、阳光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智慧法院
建设从无到有、从弱渐强，为司法为民
提质增速，为公平正义保驾护航。

新时代，新使命。适应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促进人民法院
工作不断发展的命题，有了愈加清晰
的答案——坚定不移推进信息化建
设，实现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绘就发展蓝图
——信息化建设始终与时

代同频共振

时间回到1994年，一条64K的国
际专线连接起中国与世界信息互联互
通的轨道。随着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
网，中国迎来了网络信息化建设的起
点。

信息时代的大门在国人面前悄然
开启。

仅仅过了两年，最高人民法院下
发《全国法院计算机信息网络建设规
划》，人民司法开始走进网络信息这片
广阔天地。

从 1999 年起，每个“五年改革纲
要”都有信息化建设浓墨重彩的一
笔。世纪之交的时刻，最高人民法院
集中出台一批指导性文件，夯实网络
基础设施建设，为新世纪信息化建设
筑路奠基。

“九五”期间，北京、辽宁、上
海、江苏、福建、河南、广东、海南
等八家高级人民法院完成计算机局域
网络建设。2000年6月，最高人民法
院正式开通门户网站。2002 年，全
国法院计算机信息网络建设统一网络
设备、数据库和代码表，为广域网互
联和网络管理提供了便利实用的基本
条件。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这条通往
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初具规模。截
至 2013 年底，覆盖全国各级法院的
业务网络已基本形成，全国建成科技
法庭 9000 余个，信息化在司法审判
和行政等方面的应用水平大幅提高。

时间不会驻足，人民法院信息化
建设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

党的十八大按下全面深化改革的
快进键，开启了人民法院司法事业的
新征程。

“司法改革和信息化建设是人民
司法事业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两
翼”——2015年7月，全国高级法院院
长座谈会上释放强烈信号，吹响了建
设智慧法院的号角。

一年后，在美丽水乡乌镇召开的
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
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描绘出智慧法院的美好愿景，彰显人
民法院建设智慧法院的信心和决心。

2016 年，智慧法院建设被纳入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和《“十三
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正式上升为国
家战略。

蓝图已绘就，奋进恰逢时。
围绕《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

发展规划（2016—2020）》确立的人民
法院信息化3.0版建设目标，智慧法院
建设朝着全业务网上办理实现网络
化、全流程依法公开实现阳光化、全方
位智能服务实现智能化的目标，阔步
前进。

激活一池春水
——实现审判能力现代化

的深刻自我变革

改革开放从1978年底一路走来，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脚步
一直未曾停歇。

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

革命为现代化建设带来前所未有的机
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快推进网络强国、
数字中国建设等一系列国家战略，为
全面实现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

而对于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已
经成为实现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
化的一场深刻自我变革。

2016 年 11 月 24 日，海拔 3000 多
米的雪域高原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
随着西藏自治区察隅县人民法院察瓦
龙乡人民法庭接入全国法院专网，全
国总计3500多个法院、1万多个派出
法庭的全部干警正式实现“一张网”办
公办案。

这是信息化建设里程碑式的一
刻。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步以来，
人民法院为信息化建设夯基固本，开
疆辟土。如今，正借助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技术，全面推进基于电子卷宗的
网上办案，开发智能化审判辅助系统，
为审判现代化勾勒出了一幅“智慧”画
卷——

江苏法院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分析技术，开发同案不同判预警系统，
降低类案量刑差异。上海法院研发裁
判文书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大力推
进文书智能化纠错。江西法院建立

“收转发E中心”，实现诉讼材料“收、
转、发”事务的全流程集约化、智能化
管理。

河北法院研发智审系统，实现司
法文书辅助生成、关联案件及类似案
件查找及推送。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
人民法院在全国率先实行办案全程无
纸化，各环节业务全程网上办理，全程
网上留痕。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运用语音识别技术，将庭审时间平
均缩短30%至50%。

信息化激活了人民司法事业的一
池春水。

2016年3月，“法信——中国法律
应用数字网络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汇
聚法律知识资源和智力成果，满足法
官在办案过程中对法律、案例、专业知
识的精准化需求。

打开人民法院大数据管理和服务
平台，这里的数据每隔五分钟便跳转
更新一次。汇集了全国法院1.51亿案
件数据，它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审判

信息资源库。
2016年12月，全国法院司法统计

与人民法院大数据管理和服务数据并
轨，实现司法统计报表全自动生成，人
民法院彻底告别了人工司法统计时
代。

一同告别的，还有过去低效能的
审判管理模式。

迎来的，是高效，是便捷，是触手
可及的智慧方案。

看得见的正义
——人民群众的期待就是

发展的方向

“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
用得好的信息服务，让亿万人民在共
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
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彰显党中央以人
民为中心的信息建设发展理念。

30年信息化发展历程，司法为民
始终是人民法院的不懈追求。

人民有所呼，司法便有所回应。
依托信息化手段，人民法院加大司法
公开力度，让公平正义以看得见的方
式实现。

2013年至2016年，中国裁判文书
网、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中国执
行信息公开网、中国庭审公开网四大
公开平台相继开通上线。五年过去，
人民司法在阳光下收获了认可，赢得
了公信。

截至目前，中国裁判文书网访问
总量突破 200 亿次，已成为全球最大
的裁判文书公开平台；中国庭审公开
网直播庭审数已突破 200 万场，成为
全民参与的法治“公开课堂”。

人民有所愿，司法便有所行动。
依托信息化手段，人民法院让司法更
便民、更快捷。

以宁波移动微法院为代表的电子
诉讼平台集在线立案、送达、调解、证
据交换、开庭、执行等功能于一体，极
大减轻当事人的往返奔波。成都法院
打造线上线下“和合智解”调解平台，
在线解决矛盾纠纷，降低人民群众参
与诉讼的成本。

2017 年 8 月，全球首家互联网法
院——杭州互联网法院正式挂牌，涉
网案件诉讼各环节全流程在线进行，
当事人足不出户便可在网上参与诉
讼。

2016年11月，人民法院执行案件
流程信息管理系统在全国推广完成，实
现全国执行案件在网上办理，按照流程
节点进行管控。人民群众呼唤已久的
执行难问题有了信息化的解决方案。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回首40年，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

扎实推进，硕果频结，智慧法院已初具
规模。

党的十九大奏响了新时代的华
音，高举起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

新时代发出新的召唤——
深入推进智慧法院建设，不断提

高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水平，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

千里之行，正始于足下。

20172017年春节前夕年春节前夕，，江苏省沛县人民法院加大对江苏省沛县人民法院加大对““老赖老赖””的执行力的执行力
度度，，开展开展““情系农民工情系农民工，，集中发放执行款集中发放执行款””活动活动，，对对7878名返乡农民工名返乡农民工
共发放执行款共发放执行款201201万元万元。。图为农民工喜领执行款图为农民工喜领执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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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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