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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义乌的被执行人宗某带着儿子去
一家贵族小学报名，却被拒之门外，原因是
他因欠陈某货款尚未支付，被浙江省义乌
市人民法院列为限制高消费人员，子女不
得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这下宗某急了，
连忙去找申请执行人陈某还款。

自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建立以
来，越来越多像宗某这样的被执行人主动
联系法院，履行生效裁判文书义务。

有钱不还，过去一直是执行的“难治之
症”。究其原因，就在于失信成本太低，惩
戒手段乏力，现在这一问题随着失信被执
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的建设迎
刃而解。

瞄准顽疾，挥起“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的手术刀。2016 年 1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
院会同国家发改委等其他 43 个部门，签署
了《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
合作备忘录》；同年 9 月，中办、国办发布

《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
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被执行人一
旦上了“黑名单”，不得坐飞机、乘高铁、高
消费，不得贷款、新办公司，不得担任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甚至在办理招投标、政府
采购、行业许可等事项时也遭到诸多限制。

为了尽快让这些规范性文件落地生
根，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多次向福建省委、
省委政法委进行专题汇报。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省“两办”联合下发《关于加快推
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
制建设的实施意见》。

此外，全国各地法院还因地制宜，积极
创新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措施，通过抖
音、手机彩铃、广告电子屏等各种贴近当代
生活传播方式的惩戒方法，不断增加被执
行人的失信成本。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行路上的坎
坷远不止于此，各级法院迎难而上，坚决抓

住制约执行工作的症结，不回避、不打折，将
制约执行的难题逐个击破。

针对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全国法院进
一步加强了对执转破案件的办理强度，将至
少 50%以上的终本案件纳入破产程序，促进
大量“僵尸企业”的自然死亡，促成大量“僵尸
案件”执行终结。

针对异地执行难，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完
善了异地执行机制，并研发上线了委托执行
管理系统，完成跨区域执行协作 17 万余次，
节省运力 68 万人次，节约成本 4.3 亿元，减少
碳排放量 3.3 万吨，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年多来，为了让群众“纸上的权益”
变为“真金白银”，全国法院将“基本解决
执行难”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
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基本
形成中国特色执行制度、机制和模式，促进
了法治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广大执行干警
夜以继日战斗在执行一线，忘我工作，无私
奉献，不怕牺牲，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先
进人物和事迹。

从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随着
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活动日
趋活跃，诉讼案件数量大幅增长，一些
生效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被人民群
众称为执行难，执行不了的法律文书
被称为“法律白条”。长期以来，执行
难不仅是困扰人民法院的突出问题，
也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各界极
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具体而言，主要

有“四难”：一是人难找，二是财难寻，
三是惩戒难，四是变现难。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
“切实解决执行难”“依法保障胜诉当
事人及时实现权益”的目标。2016
年 3 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十二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用两到三年时
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吹响了执
行攻坚号角。为了打好执行攻坚仗，
宁德法院弘扬“马上就办”“四下基
层”“滴水穿石”等优良传统作风，
逐步摸索出一条具有宁德特色的执行
攻坚模式：一是坚持综合治理。宁德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法院执行工
作，市党代会将“基本解决执行难”

写入报告，市“两办”出台《关于加快推
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
戒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推动构建综
合治理执行难大格局，凝聚各方共识、
形成工作合力；二是坚持依法惩治。
坚持执法办案第一要务，综合运用罚
款、拘留等手段，先后开展“执行百日
攻坚”“春雷行动”“剑指老赖——闽东
执行风暴”“亮剑八闽，百日决胜”等专
项行动，形成反规避执行、反抗拒执行
的高压态势；三是坚持智慧执行。推
进信息化与执行工作深度融合，引入

“执行天眼”，率先推出“房产网拍个
人按揭贷款”“网络不间断拍卖”“大
数据询价”“无纸化办案”“不见面案

款发放”等一系列创新举措，执行工
作加速提效；四是坚持改革创新。坚
持创新这个基点，实施繁简分流，分
段集约管理案件，组建专门执行团
队，推行“一案一账号”模式，打造
和完善独具特色的执行工作机制。

三年来，宁德法院全力攻坚克难，
共受理执行案件 67243 件，执结 60782
件，执行到位金额 120.29 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 68.83%、61.15%和 377.91%，解
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清理了一大批历史积案，建立了一套
行之有效的执行制度、机制，执行质效
明显提升，确保了“基本解决执行难”
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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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的真金白银
落入人民群众的口袋，也
让人民群众在执行工作当
中不断有满满的获得感和
暖暖的幸福感。”2019 年 3
月 12 日，在十三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新闻发布厅举
行的记者会上，面对中外
记者，福建省高级人民法
院党组书记、院长吴偕林
如是说，言语中透出一份
坚定。

这份坚定，源自“基本
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
目标的如期实现，也源自
向“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
的不懈努力。

时 间 回 到 2016 年 3
月。“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
解决执行难问题”，是最高
人民法院向全社会作出的
庄严承诺。短短 17 字，却
字字千金。三年来，全国
各级法院以敢打必赢的决
心和壮士断腕的勇气，刀
刃向内，不断推进执行工
作理念、机制、技术和手段
的创新，努力破除影响公
平 正 义 的“ 最 后 一 道 藩
篱”。

今年6月，一支来自福建省宁德市中级
人民法院的执行团队奉命前往河北邢台。
在跨省不便、人力有限以及案外人不配合
的情况下，上演了一出“兄弟”法院协同异
地执行的大戏。该院通过全面勘察、报请
上级法院协调、与异地法院联合执行等方
式，仅用三天时间，就强制腾迁了 6 万多平
方米厂区，充分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
权益。

“之所以能事半功倍，主要原因在于执
行团队的专业化塑造。”宁德中院院长董明
亮说，与其他“文官”式的法官不同，这个团
队的主业就是专司拘传、拘留、搜查、扣押
和腾房等职责。

解决执行难，执行队伍是关键。针对执
行力量分散、协调不畅、指挥不力等问题，宁
德法院对队伍结构进行重新“洗牌”，全面推

行执行团队扁平化管理和执行案件分段集
约化办理机制，设立各类执行团队 37个，根
据案件流程，将相应节点分段，交由相应团
队统一负责，实现案件的流水线办理。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是全国各
级法院“刀刃向内”，不断深化执行工作机
制改革的一个剪影。

除了单兵作战向集团作战、协同作战
拓展，全国法院还建成了四级法院统一的
执行办案平台，全国执行干警在一个平台
办案，规范了执行办案标准和流程，强化了
关键节点管控。

同时，建立完善四级法院统一的执行
指挥管理平台，各级人民法院通过执行指
挥中心，让符合执行工作特点的“三统一”
管理模式真正落地，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
的管理可以“一竿子插到底”，如最高人民

法院可以对基层法院执行工作“一键督办”，
并实时跟踪、督办，对敷衍懈怠、工作不力的
及时通报，进行严肃问责，对消极执行、违法
执行、选择性执行的，依法查处并追究责任。
这一管理模式让管理者“耳聪目明”，执行工
作形成全国法院“一盘棋”。

2018 年 10 月 24 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作
报告时直言，执行难成因复杂，从内部原因
看，执行规范化水平不高。一些法院存在消
极执行、选择性执行及乱执行现象，违纪违
法、徇私枉法现象时有发生。

要撬动这一“难点”，就必须正本清源，将
执行权关进制度的“笼子”。党的十八大以
来，最高人民法院狠抓执行规范体系建设，共
出台 55 个重要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特别
是 2016 年以来，密集出台涉及财产保全、财
产调查、执行和解、执行担保、先予仲裁等 37
个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有效约束和规范
了执行权。

■固底子：打造执行生力军

■想点子：探索执行新路径
2018年4月，“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加

快建设数字中国”为主题的首届数字中国建
设峰会在福州举行。在“福建执行信息化系
统”展厅前，不少人停下脚步驻足观看。

早在 2014 年，以网络查控、失信惩戒、
短信互动、集约执行、案件管理等五大系统
为主体的执行信息化体系，作为“福建样
本”走向全国。

在信息化浪潮中搏击，不进则退。福
建法院立足应用导向，聚焦执行智能化和
可视化，进一步提升执行网络化和阳光化，
执行工作全面接受信息化的“洗礼”。这些
探索包括：探索实践“互联网+执行”工作思
路，实现“人在线上寻、房在网上找、案在格
中执、事在区中办”，改变了以往靠“登门临
柜”查找被执行人财产的积弊；推动执行流
程节点定向公开、网络司法拍卖全民见证，
将执行权彻彻底底地“晒”在阳光下……

执行难，难在查人找物。不少“老赖”通
过“跑路”、转移财产等方式与法院“躲猫
猫”。随着时代发展，靠“两个法官一台车四
处找”的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执行的需
要。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网络执行查
控系统，即“总对总”查控体系。它的诞生，
给执行法官装上了“千里眼”“顺风耳”。

运用信息化、网络化、自动化手段查控
被执行人及其财产，法官足不出户便可冻
结甚至扣划“老赖”存款，基本实现对被执
行人主要财产形式和相关信息的有效覆
盖。现在，一名法官一年通过网络查控执
行到位的财产，相当于过去十年的总和，极
大提升了执行效率。

点击“总对总”，可以一键查控全国各
大银行、不动产、车辆、证券、支付宝、京东
等内容，而其他信息则由多数高级法院在
辖区内建设三级联网的“点对点”网络执行
查控系统进行有力补充，不留死角，对多种
财产形式“一网打尽”。

乘着信息化的东风，全国各级法院群
策群力，聚焦“互联网+执行”，走出一条网
络化和阳光化的新路径。点对点执行查控
系统、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系统、失信公
职人员综治惩戒系统……一个个现代化系
统，保障着执行工作的高效透明；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一项项信息化技术
的引进和创新，给执行工作理念、模式和方
法带来深刻变革。

现如今，以全国统一的执行案件管理
平台为主干，以执行查控网、执行公开平
台、执行失信名单库、执行案件终本库为分

支的执行信息化系统初具规模，实现执行查
控模式、执行财产变现模式、执行指挥管理模
式及执行惩戒模式的重大变革。

2012 年，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和鄞州区人民法院在全国率先在淘宝“开
店”，敲响了司法网拍“第一槌”。随后，全国
各地法院纷纷移植浙江法院推行网拍的经验
做法。今年 4 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与
京东平台联合推出执行财产处置的“云拍模
式”，法院在扣押相关动产后可直接移交京东
物流进入京东云仓库，拍卖成交后由京东物
流体系直接交付。

福建省宁德法院与新浪公司合作推出
“执行天眼”系统，运用大数据，可以足不出户
精准定位被执行人行踪，有效打击被执行人

“躲猫猫”“人间蒸发”等规避执行行为。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创新执行机

制，打造一支由22人组成的“执行110”团队，实
现执行处置、执行委托、执行审批等事项集约管
理、有效调度，有效撬动这“执行三难”即被执行
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应执行财产难动。

这些来自基层的“微创新”“微改革”，为
执行攻坚插上了现代化的“翅膀”，助力执行
工作连战连捷。

2016 年至 2018 年三年，全国法院共受理
执行案件 2042 万件，执结 1939 万件，执行到
位金额 4.4万亿元，更多的“真金白银”装到了
胜诉当事人的口袋里。

■找路子：破除执行难藩篱

打好“攻坚仗”下好“先手棋”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董明亮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开展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开展““飓风飓风””执行行执行行
动动。。图为整装待发的执行干警图为整装待发的执行干警。。 李李 英英 张传新张传新 摄摄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执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人民法院执
行局干警深入到白音锡勒牧场开展专项执行局干警深入到白音锡勒牧场开展专项执
行宣传活动行宣传活动。。 陶卫江陶卫江 摄摄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开
展抓捕展抓捕““老赖老赖””行动行动。。 黄叶华黄叶华 摄摄

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院长王建军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院长王建军（（中中））为农民工代表发为农民工代表发
放执行款放执行款。。 张长海张长海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