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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话执行

各界动态

一号行动一号抓
严打拒执不手软

□ 浙江省三门县人民法院
院长 汪勇钢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四川省广元市两级法院在依法严厉打击涉黑恶犯罪的同时，

逐步探索建立了“三个同步进行”“六个第一时间”“执行九字诀”等工作机制，确保了“黑财”清

底。截至目前，已诉的23件涉黑恶案件一审全部审结，一审查、扣、冻涉案财产2.8亿元。

□ 何 伟 阳玉婷

广元：“369”机制“发威”“黑财”清底
本刊特稿

执行干警对涉黑恶案件财产进行清理登记。 何 伟 摄

今年年初，我院将打击拒执犯
罪工作纳入“一号行动”，坚持思想
与行动齐进、善意与严惩并举、协作
与突破兼顾，全力推进打击拒执工
作。截至 9 月，我院共向公安机关
移送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案件 56 件，立案侦查 51 件，已判
决 16 件，执行到位标的额 483 万余
元。执行高压态势的形成有力促进
了更多当事人选择自动履行，我院
自动履行率同比提升 60.46%。

思想与行动齐进，明确打击拒
执“一号行动”。今年年初，我院将
惩治拒不执行违法犯罪行为同惩治
虚假诉讼、套路贷纳入“三打两提
升”专项行动，并成立领导小组，坚
持“一号行动一号抓”，将部门精力、
资源向“一号行动”倾斜。制定专项
行动工作方案，抽调精兵强将，组建
高规格、强有力的工作专班，下设综
合组、攻坚组、惩戒组，综合组为纽
带，协调各审执团队统筹推进，攻坚
组为支撑，及时介入、协助、指导查
处，惩戒组为保障，强化查处案件的
会诊、把脉，各组协调配合，形成工作
合力。将打击拒执作为重点工作纳
入年底考核范围，严格贯彻落实打击
拒执专项行动要求，定期通报拒执移
送、立案及判决情况，强化监督、压实
责任，倒逼打击拒执工作有力推进。

善意与严惩并举，健全打击拒
执长效机制。为促使被执行人充分
了解打击拒执刑事法律规定，主动
配合法院履行义务，我院建立拒执
刑事打击短信推送机制，短信内容
包括涉拒执刑事法律条文、拒执审
判视频链接、劝导主动履行等。今
年以来，共推送拒执刑事打击短信
208 条，劝导履行 101 件。全省率先
建立在拘被执行人观摩拒执庭审机
制，指定专人联络拒执案件开庭排
期，视情况押送在拘被执行人到审
判庭集中听审，或协调拘留所组织
在拘被执行人通过远程视频集中观
摩 庭 审 ，力 求“ 打 击 一 案 ，影 响 一
片”。今年共组织 130 余名在拘被
执行人观摩拒执庭审，促使 73 件案
件履毕或达成和解。我院充分运用

“两网两微”、诉讼服务中心显示屏
等载体，通过发布拒执典型案例、拒
执庭审视频、执行微电影等，多渠
道、多方位开展打击拒执宣传，促使
被执行人诚信履行法律义务。

协作与突破兼顾，打通外部协
作绿色通道。申请执行人有委托律
师代理执行案件的，承办人积极联
系代理律师，及时与律师沟通执行
案件进展情况，邀请律师积极参与
隐匿财产的查找，收集、提交财产隐
匿、转移等相关证据材料，合力打击
拒执行为。在联合县委政法委、检
察、公安共同发布打击拒执通告基
础上，我院进一步深化协作，邀请公
安机关提前介入调查拒执行为，在
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前，由公安机关
提前介入调查车辆轨迹等信息，同
时规范拒执材料移送流程，明确涉
车辆拒执移送与异议程序告知的有
效衔接，并不定期组织召开公检法
联 席 会 议 ，研 讨 打 击 拒 执 疑 难 问
题。建立社区矫正人员协查机制，
法院向司法局发送社区矫正人员协
查函，司法局在 2 个工作日内反馈
信息，并协助法院通知被执行人主
动申报财产、交出财产或腾空房屋。

■“三个同步”锁定“黑财”

大到一家公司、一处房产，小到
一张邮票、一枚印章，细微到面值 1
美元的钞票……

法院对杨佳等 10 名被告人犯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案的刑事判决书的附页长达 23 页，
其中涉案财产清单就有 15 页，分成
了个案追缴、返还、退赔、没收情况，
应收债权情况，应付债务情况，查封
的车库、房屋等不动产，查控的存
款、车辆及其他资产 6 个类别，每一
项财产的名称、特征数量、查控方
式、处置措施都清清楚楚、明明白
白。

在刑事判决书主文后以清单形
式对检察机关随案移送的涉案财产
逐一回应并明确处置意见，是广元
中院对涉黑恶案件财产处置的一贯
做法，也是广元法院坚持“三个同步
进行”的实践操作。为了确保“黑
财”认定准确、证据确实充分、追缴
依法有据，广元法院坚持将准确定
罪量刑与妥善处置财物、查漏补缺
与甄别定性、追缴与罚没“三个同步
进行”贯穿审判全过程。

“要尽快转变‘重定罪量刑，轻
财产处置’的观念，将涉案财产处置
工作摆到与定罪量刑同等重要的位
置，用最强的力度、最严的措施、最
快的效率、最高的质量完成黑恶犯
罪案件涉案财产的查处工作。”今年
年初，广元中院院长张阳在全市“扫
黑除恶”督导会上，对精准定罪量刑
与妥善处置财物同步工作进行提出
了具体要求。

随后，广元中院成立全市法院
涉黑恶案件执行工作领导小组，在
全市法院调配政治素质高、业务能
力强的执行干警，组建执行“专班”。

为推动“查漏补缺与甄别定性
同步进行”，广元法院在法庭调查环
节专门就侦查机关所收集的涉案财
产线索进行举证和质证，加强对涉
案财产线索的排查认定；执行专班
跟进财产线索逐一清查核实，全面
厘清涉案财产的权属、性质、类别，
及时与审判团队沟通，为案件高效
执行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一审审理杨佳涉黑案时，法
庭着重就财产属性展开调查，耐心
听取诉辩双方的意见。通过对涉案
财产属性的准确认定，既使“黑财”
无处可遁，又充分保护案外人及相
关人员的权益，对被害人合法财产
及时解冻、返还。

法庭在审理杨佳案时，对其父
杨某以自己名义存入银行的多笔存
款共计 590 万元究竟是谁的存款存
疑。于是，审判法官在执行法官协
助下，调取银行存单回执，经过笔迹
鉴定，确认这些存款均属杨佳妻子
同案被告人冯某存入。

面对错综复杂的财产线索，审
判专班加班加点，将“黑财”“黑产”
抽丝剥茧，在执行专班的全力协助
下查漏补缺，杨佳案在审判环节新
查控银行存款 1000 余万元、房产 4
套、土地 1 万余平方米以及大量股
票。

与此同时，广元法院坚持“追缴

与罚没同步进行”，依法打好追缴、没收、
罚金等刑事手段“组合拳”，彻底切断黑
恶势力的经济来源，防止黑恶势力“死灰
复燃”。

审结的 23 件涉黑恶案件，依法判处
追缴罚没退赔财产 1.88 亿元，其中判处
没收 5 名组织领导者及 9 名骨干分子个
人全部财产，对其余 121 名被告人判处
罚金总额 505万余元。

■“六个第一时间”控制“黑财”

在依法严厉打击黑恶犯罪的同时，
广元法院注重对涉黑恶财产的查控。广
元法院从案件移送到法院时便“六个第
一时间”查控“黑财”，使二者有机结合，
相互衔接。

第一时间整合力量：广元市探索建
立了“打财断血”领导小组“双组长”制，
由政法委常务副书记与法院副院长任组
长，以监委、公安、检察院扫黑除恶工作
分管领导为成员，还吸纳了银行、证监、
税务、审计、财政和国有资产事务中心等
十余家成员单位，建立了协调联动工作
机制，解决跨部门、跨系统、跨县区的财
产查处疑难问题，破解涉黑恶财产异地
收缴难题，共同推动“打财断血”战果落
地。

第一时间细化方案：每一件涉黑恶
案件的财物情况迥异，“打财断血”领导
小组中成员单位的职责也就大相径庭。
因此，每一件涉黑恶案件移送至法院立
案后，均由法院牵头细化“黑财”清底工
作实施方案，报“打财断血”领导小组批
准后印发相关成员单位，以文件形式明
确了每一个成员单位在不同案件中的工
作职责以及完成相关工作任务、提交书
面报告的截止时间。

第一时间达到现场：如杨佳涉黑案
中，承办法官第一时间带队前往案发地
开展工作，对涉案财产进行实地查勘，及
时发现并有效制止了“黑财”转移问题。

杨佳名下的“欣然商务宾馆”在公安
机关查封前，每年盈利约 260 万元,但承
办法官核查账目时却发现该宾馆的账面
已经出现了“亏损”。瞒天过海终究瞒不
过专业人士的“火眼金睛”。经过艰苦细
致的调查发现，宾馆的代经营者将营业
所得 200 万元转到了杨佳儿子名下。“打
财断血”领导小组对该笔资金实现了成
功追缴。

第一时间全面查控：广元法院严格
落实对涉案人员房产、车辆、资金、贵重
财物、公司股权、有价证券的“六必查”，
对涉案股票等情况及时核实确认；对于
侦查、起诉、审判阶段已经查封、扣押、冻
结的涉案财产，在期限届满前及时续行
查封、扣押、冻结。

在罗熙案中，承办法官对财产线索
逐一清查核实后，对即将到期的前期查
封及时进行续查封，还抓住了“漏网之
鱼”，新增查封了罗熙在成都价值 310 余
万元的营业用房一处。

在刘明案中，承办法官通过对财产
线索的周密审查，审判阶段会同执行法
官查封、扣押刘明未被查控的位于成都
的房产 1 套、作为组织据点的 1 家茶楼、
4 家公司股权、存款及在其他法院执行
案款 30 余万元等财产，“黑财”被全部
清底。

第一时间接受申报：债权应收尽收，
债务该发还即发还，需要法官全面厘清
黑恶案件的债权债务关系，对每一笔财
产的属性做到心中有数。每一件黑恶案
件移送到法院后，法官第一时间通过在
电视台、微博微信、广场和车站等发布公
告的方式，通知潜在的债权人、债务人携
带证据前来申报。如杨佳案，通过对债
权 申 报 人 所 提 供 的 证 据 ，对 申 报 债 权
9700 余万元进行了书面审查，确认了杨
佳负债 2430 万元。根据掌握的线索找
到了 14 名债务人，逐一对债务进行了核
实，部分债务人已主动归还了欠款，其他
债务人完成了财产申报、制定了还款计

划。在陈福兵案中，之前陈福兵拖欠
了 100 余名农民工工资，承办法官召
开听证会议，锁定债权，并在查扣的涉
案资金中当庭全部兑付。

第一时间移送执行：“已生效涉黑
涉恶案件须立即移送执行。”广元中院
制定了《涉黑涉恶案件财产刑执行工
作意见》，该《意见》的制定，实现了审
执的无缝对接。

不仅如此，该《意见》还对审判、立
案等部门的工作职责进行了明确，着
力破解不同程序间可能存在的衔接不
畅问题，推动形成了全市两级法院“一
盘棋”工作格局。

如今，在广元中院执行局的档案
柜里，整齐陈列着线索摸排、专案督
导、案件台账等资料。针对涉案财物，
两级法院都建立了专项台账，对涉案
资产按照法院判决及执行到位情况分
段统计，中院执行局动态掌握全市法
院涉黑涉恶案件的财产状况与执行到
位情况，并对辖区法院财产刑执行情
况进行督办。对疑难复杂案件，由中
院组成专班，中院院长、执行局长带头
研究、精细指导、解决困难。

目前，广元法院共冻结银行存款
6400 余万元、理财产品 3000 余万元，
查封不动产 16处、车辆 9台……

■执行九字诀清底“黑财”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马某犯寻衅
滋事等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七个月，
退赔违法所得 8000元。

执行立案后，该案被划入“黑财”
清底专项执行团队，由一审法院执行
局长亲自办理。

该案在侦查阶段没有财产线索，
经过执行系统“总对总”财产查询后发
现并扣划了 1577元银行存款。

随后，执行干警兵分两路，一路在
广元监狱约见被执行人马某，敦促其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另一路前往马某的户籍所在地走
访调查并联系其父亲，劝说其父
代为支付执行款。

最终，被执行人马某的父亲
代为支付了剩余案款。

“决不能因为企业被查封，让
员工领不到被拖欠的工资，更不
能因为企业被查封使员工失去工
作。”这是广元法院在办理黑恶案
件中涉及不宜查封、扣押、冻结的
经营性财产时始终坚持的原则。

于是，法院探索出了对涉案
经营性企业从“清理审计”到“全
面接管”再到“指定代（托）管”的
路子，实现了涉案企业正常经营。

3 家酒店、茶楼被接管，并交
由有资质的企业进行经营管理。
员工们不仅领到了之前被拖欠的
工资，而且继续在原企业里务工。

两家资产总额超亿元的涉案
企业通过法院与相关部门会商，
被指定由国有资产事务管理中心
入驻托管，后企业的生产经营得
以延续，员工的就业、生存等问题
也得到圆满解决。

对涉案财产实行经营代（托）
管，这在广元属首例，也为“黑财”
的依法处置提供了借鉴。

“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优
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是人民法院的
重要职责。‘打财断血’是从根本
上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经济土
壤。”广元中院扫黑办主任、副院
长何德金表示，“将‘打财断血’与
服务大局相结合，将摧毁与保护
相结合，才能彰显‘打财断血’工
作更深远的意义。”

其实，无论是小标的额案件
的执行，还是资产过亿企业的托
管，都充分体现了广元中院提炼
出的涉黑恶财产“全、准、实、稳、
快、慎、专、勤、廉”的执行工作“九
字诀”。

其中，“全、准、实”是涉黑涉
恶案件执行工作总体要求。广
元法院将“黑财”清底执行工作
作为“一把手”工程抓好落实，执
行局穷尽查控措施，对所有被执
行人的财产情况、家庭状况、羁
押情况等分别汇总，其他各部门
主动配合，确保“黑财”全面、准
确、扎实执行到位。

分 类 执 行 ，重 在“ 稳 、快 、
慎”。“打财断血”的同时让经营性
资产不缩水、让合法财产及时返
还、让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是为

“稳”；推动建立涉案财产的实物
上缴制度，明确在执行阶段可以
参考侦查、起诉、审判阶段的评估
结论，直接以实物上缴财政，节约
成本、提升效率，是为“快”；全力
保障企业、公民合法财产权的实
现及保值、增值，是为“慎”。

“专、勤、廉”则是对法院干警
能力作风提出的要求。广元中院
党组通过集中培训等方式不断提
高审执工作能力，打造更加专业
化的法院队伍；倡导干警以“勤”
字安身，勇于担当，爱岗敬业；将
涉黑涉恶案件全部纳入“四类案
件”监管，强化案件执行节点管
控，确保了公正廉洁。

□ 陶 琛 谢 炜 捕捉信息巧设局 被执行人“中计”

公安部全国工商联签署服务
保障民营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公安部和全国工商联近日在第二届民
营经济法治建设峰会上共同签署了《关于
加强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双
方将进一步强化原有联络机制，及时就双
方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热点问题进行磋
商，共同制定指导意见，推动地方各级公安
机关和工商联参照建立联络机制。

根据协议，双方建立会商机制，就民

营经济市场主体反映的共性、普遍性
诉求及时沟通交流，践行依法、全面、
平等保护原则。公安部将进一步完善
企业诉求平台建设，全国工商联结合
民营经济市场主体主流诉求，有针对
性地研提意见建议，全力支持、配合公
安机关依法履职。

公安部高度重视服务保障民营经
济发展工作，制定实施了依法保障和
服务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出台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群众、
服务企业 60 项措施；不断健全涉企执
法制度，加大对执法行为的监督力度，
依法严厉打击涉企违法犯罪活动，努

力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法
治环境和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不断
深化公安机关“放管服”改革，持续推
出便民利企改革新举措，有力保障和
服务了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协议还明确了双方共同开展法治
宣传、教育、培训等工作，重点帮助民营
经济市场主体增强法治观念，加强问题
预警、风险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引导
民营经济市场主体守法诚信经营。对
于涉及民营经济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
重大事项和问题，由全国工商联负责召
集组织，公安部积极听取全国工商联意
见建议，双方视情开展联合调研。

吴某是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
院一起债务纠纷的被执行人，根据法院
判决，需支付申请执行人 140 余万元。
吴某收到法院的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
令之后，无动于衷。

“ 张 法 官 ， 你 们 法 院 限 制 我 高 消
费，我前几天有急事要外出，因不能乘
坐高铁和飞机，只好开车去，结果车玻
璃在路上被砸修理花了将近两万块。你
们能不能尽快解除限高措施？”吴某在
电话中向天元区法院执行局法官张轶强

诉苦。
“你开的什么车呢？修个玻璃就要

两万块？”捕捉到信息点，张轶强在电
话中和吴某聊了起来。

“2017 年我买这台车花了将近 200
万元，但是这几年做生意亏了好多钱，
所以现在偿还能力很有限。”

“要不你现在到法院来，把情况详
细说一下？”张轶强邀吴某面谈，根据
多年办案经验，猜测吴某十有八九会开
车来。

没过多久，吴某便到了法院。
“张法官，能不能和申请执行人说

一下，要他让点步？”
张轶强一边和吴某聊着，一边通过

执行信息平台查询被执行人的车牌号
码，好家伙！是辆奔驰车！张轶强不动
声色将车辆信息通过微信告知书记员，
并安排书记员带上封条到法院附近寻找
该车辆，一旦发现，立即查封。

果不其然，书记员在法院附近道路
沿边找到了被执行人的车辆，于是和两

名法警一起将车辆贴上封条，并将车
后轮上锁。

收到书记员的微信反馈后，张轶
强告诉吴某：“我刚才和申请执行人联
系 了 ，申 请 执 行 人 说 至 少 要 130 万
元。”

“这么多啊！那我付不起。”在申
请人退让之后，吴某依旧“哭穷卖惨”。

所谓“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
掉”，张轶强深谙执行与审判最大的不
同在于执行的强制性，于是打开手机

给吴某看：“这是你的车不？我们刚才
已经查封了，如果你实在没有其他财
产可供执行，那么我们只好评估、拍卖
这台车了。”吴某一看，傻眼了。

接下来，剧情发生了 180 度大反
转——得知自己的豪车已被法院查
封，吴某表示愿意十天之内凑齐 130
万元支付给申请执行人。

日前，130 万元执行款已支付到
位，吴某到法院取回了奔驰车，案件
圆满执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