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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

区人民法院全力推进执行攻坚，大力提升执行办案实效

1 至 7 月，执行到位金额 8.2 亿元

区人民法院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赠送《关于决胜解决执行难的一
封信》，广泛征求意见建议。
深化执行宣传
7 月，
《离婚现场妈妈一口咬向
法警，15 岁女儿一句话让人心酸》
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被大量转发。
这篇刊登在人民日报官微的荐文，
讲述的是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冯伟
强在执行一起离婚案件后，给那对
曾经的夫妻写了一封信，信中好几
段话戳中众人泪点。该文章阅读量
已超 10 万人次。

今年以来，区人民法院召开“打
击拒执”
“决战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
工作”等新闻发布会，在报纸、微信
等平台上开设专栏，以执行日志、典
型案例等形式报道执行工作，邀请
电视台、电台全程跟拍系列集中执
行活动，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奋
力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努
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

“老赖”
旁听一起拒执罪庭审
9 日上午，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一
起拒不执行判决罪。当天，五名被拘留
的“老赖”旁听了案件庭审。他们都是因
不履行法定义务被司法拘留关在拘留
所的被执行人。
宣判结束后，刑庭副庭长、案件承
“有
办法官甘文婷现场告诫被执行人：
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不仅会被司法拘
留，还会涉嫌犯罪，在大数据时代，出
行、住宿等行为都会留下痕迹，所以不
要存有侥幸心理，隐匿部分财产，希望
大家主动配合执行法官履行义务，维护

司法权威，推进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
早日回到正常生活。”
其中一名被执行人当场表示,“通
过这次审判，我认识到欠钱是不对的，
对他人也是一种伤害，对自己家人也是
一种伤害，在出去以后我也会尽我所能
还款”。随后，执行干警乘势而上，对 5
名被执行人进行一对一的约谈，经过约
谈教育，
被执行人均表示会积极与执行
申请人协商解决还款事宜，其中两名被
执行人还当场写下悔过书，承诺尽快还
款。 图文 记者 吕坤 通讯员 临法

，

加强执行联动
我区通过不断加强执行联动，
进一步提高“老赖”违法成本，压缩
生存空间。区综治委将“基本解决
执行难”纳入了网格化管理，充分
利用网格员人缘、地缘优势，破解
人难找、财产难寻，及执行法律文
书难送等难题。
区人民法院用足用好联动机
制，加强与发改、公安、国土、工商、
金融机构等联动部门之间的信息
共享，定期报送失信被执行人信
息，将其纳入征信系统，建立健全
全方位、多层次的失信惩戒机制，
使“老赖”在招投标、投融资、置产、
出境、经商、消费等方面，都受到严
格的审查和限制。
区人民法院还与区公安分局
建立“院所合作”社会矛盾化解新
机制，在拘留所设立矛盾纠纷化解
室，由拘留所协助配合法院对被拘
留的被执行人进行法制教育，开展
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共化解 21 件，
到位标的 40 余万元。
在院银合作上，目前大多数银
行已经实现查、冻、扣一体化操作。
执行法官通过执行系统查控平台，
可以查询到房产、车辆、婚姻登记、
工商登记、证券、支付宝等信息，共
冻结资金 4600 余万元，查询到车辆
424 辆、不动产 336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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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朱陈伟） 今年
以来，区人民法院全力推进执行攻
坚，大力提升执行办案实效。1 至 7
月，共执行到位金额 8.2 亿元，拘留
被执行人 280 名。
强化执行力度
“冬日暖阳”
“终本案件回头看”
“集中腾房”……区人民法院突出执
行强制，开展了系列专项集中执行
活动，共腾退房屋 17 套，执行到位
标的 158 万余元。
在执行惩戒上，对失信被执行
人实行“三个一律”举措:执行通知
书确定的履行期限过后拒不履行
的，一律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财产
报告令送达后拒绝报告或报告不实
的，一律采取司法拘留或罚款措施；
被执行人不积极履行的，一律采取
限制出境措施。1-6 月期间，对 2319
人发布限制消费令，限制 1739 人购
买机票，限制 1376 人购买动车、高
铁票，司法拘留被执行人共 280 人。
在司法网络拍卖上，共网络拍
卖房产、车辆、土地等 211 件，成交
167 件，成交额 3.49 亿元，努力保障
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
同时，严厉打击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行为，对拒不履行情节严重的
叶某等 3 人判处刑罚，将涉嫌拒执
犯罪的章某某、杜某某 4 人移送公
安机关立案侦查。

本报讯 （记者 朱陈伟） 9 日上午，随着区人民
法院 207 刑事审判庭的法槌敲响，操某终于可以结
束一年多来的逃亡生涯。
操某，今年 56 岁，高虹人。站在法庭上的她，面
容非常憔悴，加上患病，
腿脚行走有点迟缓。
坐在旁听席的几名申
“她怎么成这个样子啦？”
有的曾是操某的
请执行人，不禁低声惊叹。他们中，
小姐妹，有的是生意伙伴。
2008 年，操某与丈夫周某开办一家照明企业，
但因经营不善，很快陷入债务纠纷。但她又怎么从民
最后要面
事案件的被告，变成了刑事案件的被告人，
临牢狱之灾？这事要从 2013 年说起。
据公诉人指控，2013 年，操某、周某的照明企业
倒闭，夫妻双方也欠下了不少货款和债务。经法院审
理，判决操某支付给各原告共计 145 万余元。周某名
下的土地随后被法院查封。
不仅拒不
但是操某、周某收到法院的判决书后，
履行判决书上的支付义务，还在明知土地被查封的
擅自以 150 万元的价格，
情况下，
将土地及土地上的
厂房、设备一并转让给他人。
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得知该情况后，将该案移送
至公安机关侦查。2016 年 9 月，周某因涉嫌拒不执
行判决，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并在 2017 年 4
月 7 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据悉，周某拒不执行判决案还被列入最高法院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十大典型案例。
在得知周某被拘留后，操某企图逃避法律的制
裁，便使用别名“荷花”长期潜逃在外。被列为追逃对
“哪
象的她，身份证、银行卡、支付宝等都不敢使用，
怕是出门也害怕被监控发现，日子过得十分煎熬。”
操某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018 年 3 月的一天，
在前往江干区一朋友家时，被公安机关抓获。8 月 6
日，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此案。
“150 万元最后去了哪里？”法庭上，公诉人问
道。
“买家付了我 10 多万的现金，还有 130 多万，我
让他转账给我的儿媳妇了。”操某说。
据了解，这 150 万元并未用于履行生效判决，而
是自行挪作他用了。
公诉人指控，操某转移财产、情节严重，致使法
院已经生效的判决无法执行，严重影响了胜诉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涉嫌拒不执行判决罪。
法庭上，操某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
“本想着
就是个民事纠纷，真的经济困难，只要想办法慢慢还
就好了，但没想到不履行法院的判决、逃避执行，最
终被判刑、坐牢，成为一辈子的污点，出来后钱还是
要还的，真是得不偿失，现在已经知道错了，希望法
庭宽大处理。”
最后，法院一审判决操某犯拒不执行判决罪，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法官提醒说，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裁定，当事
是对抗
人应当自动履行，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的，
法律、破坏法律秩序的行为，不仅侵害了案件权利人
的合法权益，也侵害了法律的尊严和司法活动。有能
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不应存有侥幸心理，
否则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付出惨痛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