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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吕书圣 肖瀚 通讯员屈
江华）9 月 13 日上午，省一中院召开新闻发
布会，向社会通报“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
进展情况，并公布 10 个执行典型案例。法
制时报等 10 家媒体受邀采访报道。省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代表、特邀监督员、工
商联、妇联等 20 多名代表出席新闻发布会。

据介绍，2016 年以来，省一中院及辖区

法院紧紧围绕“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目标任
务，勇当先锋，做好表率，攻坚克难，锐意进
取，执行工作局面得到根本扭转，人民群众
对执行工作的满意度显著提升，人民法院执
行权威有效树立，司法公信力进一步增强。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11 日，省一中
院及辖区法院共受理各类执行案件 27659
件，占全省收案总数的 25.46%。执结案件

22757 件，综合结案率 82.27%，执行到位金额
36.12 亿元。以“执行大会战”“利剑行动”

“夏季风暴”等专项行动为依托，逐步完善执
行工作机制，落实财产报告制度、失信惩戒
制度、联动执行制度。对 186 名被执行人采
取拘留措施，罚款 91 万元，对 18 人限制出
境，对 9717 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将 4686 人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报拒执罪3宗，执结

涉民生、涉军、党政机关案件2402件，司法救
助337人，救助金额达637.46万元。

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 10 个典型案例，
从多个角度全面反映执行工作，具有很强
的代表性。有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
执行不能的案例，以及人民法院采取网络
查控、“强制执行措施”“善意执行”、刑事财
产刑执行案例。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 肖瀚）9 月 13 日，
省一中院召开“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新闻
发布会，通报省一中院及辖区法院“基本解
决执行难”工作的进展情况，公布 10 起具有
代表性的执行典型案例，让社会公众对“执
行难”“执行不能”以及法院的执行工作有
更加理性、全面的认识，增强风险防范的意
识和能力，进而理解和支持法院执行工作，
为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综合治理执行难
工作格局注入更多强劲力量。

隐匿转移千万元资产
“老赖”被判刑1年半

海药公司与诚利公司合作投资合同纠
纷一案，省高法作出终审民事判决，判令诚
利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返还海
药公司 380 余万元。判决生效后，诚利公司
未履行生效判决，海药公司申请法院执行。

省一中院立案执行后，向诚利公司发
出执行通知书，先后冻结诚利公司股权、注
册商标，查封诚利公司 7 辆汽车。在执行过
程中，诚利公司法定代表人潘某某操纵公
司，不仅不申报公司资产，还拒绝提供公司
资产和财务资料，不配合法院进行公司股
权和资产评估鉴定，造成鉴定无法进行。
潘某某通过与公司债务人达成执行和解的
方式，私下收取公司债务人执行款后挪作
他用，绕开其他法院对公司到期债权的执
行。潘某某低价转让诚利公司持有的其他
公司的股权，并委托他人代为收取股权转
让款、低价转让诚利公司名下的土地等,所
有资产转让款项均未进诚利公司账户。潘
某某还通过其持有股份的海南某实业有限
公司以 290 余万元价格购买一辆奔驰 S600
小车供自己使用，将该车登记在郑某（潘某
某前妻）名下等。执行中，潘某某以各种手
段共隐匿和转移诚利公司上千万元资产，
导致诚利公司为空壳公司，法院多年执行
未果。

据此，省一中院将被执行人诚利公司
及法定代表人潘某某涉嫌拒执犯罪线索移
送海口市美兰区公安分局侦查。该案经公
安机关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海口美兰法
院查明被告人潘某某作为海南诚利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在案件执行过程隐
匿、转移财产，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
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据此认定
潘某某的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依法判处潘某某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
潘某立不服，提出上诉，海口市中院维持一
审判决。

银行账号被冻结
建设公司还清货款

海南某混凝土公司与四川某建设工程
公司混凝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法院终
审判决，判令四川某建设工程公司向海南
某混凝土公司支付混凝土货款 2885014.5
元，并从 2017 年 4 月 1 日起至偿还清之日止
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一年期基准利
率 4.35%上浮 50%计付利息。该判决生效半
年后，被执行人四川某建设工程公司未在
判决确定的期限内履行义务，申请执行人

海南某混凝土公司向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立案后，执行法官第一时间通过

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和海南法院执

行司法查控系统对被执行人的银行、网络

银行、证券、车辆、工商、不动产等财产情况

进行调查，发现四川某建设工程公司名下

有 10 个银行账户均有存款，法院立即冻结

账户并告知当事人。该公司得知账户被法
院冻结后，即向法院表示要筹集款项履行
付款义务。在账户被冻结 5 天后，四川某建
设工程公司向海南某混凝土公司支付混凝
土货款及利息共计 3135532.27 元，并缴纳执
行费 31250.15 元，该案在执行立案后第 6 天
顺利执结。

拖欠法院诉讼费
“老赖”入失信黑名单

2017 年 10 月 27 日，林某某等人因提供
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陵水黎族自

治县人民法院判决，向省一中院提起上诉，

省一中院作出终审判决，判令林某某等人

在指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赔偿义务，并
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判决于 2018 年 1

月 29 日生效，在送达判决书的同时，法院向
林某某发出了缴费通知书，通知林某某等
人在收到缴费通知书 7 天内缴纳案件受理
费，林某某在收到通知书后并未在规定的
期限内向法院缴纳案件受理费，省一中院
依法强制执行。

林某某在收到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
令之后仍以种种理由推脱，未履行缴纳诉
讼费义务，执行法院决定将林某某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对其下达限制消费令，
通过“失信”和“限消”制度，限制林某某的
交通、旅游、借贷等多方面行为和资格。在

“失信”和“限消”令下达后第 3 天，林某某便
主动履行了义务，将案件受理费缴纳完毕。

房地产公司转移售楼款
法官赶赴银行冻结存款

申请执行人某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与被
执行人琼海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执行案，省一中院依法查
封琼海某房地产公司名下的位于琼海市的
132 套面积为 8300 平方米的房产。

执行中，某建筑集团公司与琼海某房
地产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了还款
金额与还款期限，并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向
法院申请解除了上述房产的查封。之后，
琼海某房地产公司没有按照执行和解协议
约定的期限还款。为防止琼海某房地产公
司恶意转移财产，法院决定对该公司的售
楼部进行搜查。

今年 8 月 20 日上午 9 时，执行局和法警
支队的干警们赶赴琼海某房地产公司在琼
海市的售楼部，对该公司的财务报表和房
产销售情况进行搜查。通过搜查发现，该
公司已将解封的房产大部分出售，并将售
楼款转移到案外人的银行账户。执行法官
根据该线索，立即赶赴银行冻结 509 万元存
款，从而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面对司法拘留
“老赖”乖乖偿还执行款

郭某某与张某某约定合伙承包经营虾
塘 ，并 订 立 了 合 伙 协 议 。 后 双 方 发 生 纠
纷，郭某某向法院起诉，经法院终审判决
判 令 张 某 某 向 郭 某 某 支 付 退 伙 款
163317.47 元，并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判决生效后，张某某未在判决
确定的期限内履行义务，郭某某向省一中
院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立案执行后，向张某某发出执行
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在执行过程中，通
过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和海南法院
执行司法查控系统查询张某某名下的房
产、土地使用权、银行存款、车辆等信息，均
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经执行法官约谈张某某，张某某坚称
因做生意失败，现仅靠给别人打工维持生
计，无财产可供执行。郭某某认为张某某
作虚假陈述，并称张某某为逃避执行以同
居女友王某名义承包经营虾塘，具有可观
的收入。根据郭某某提供的线索，法院经
调查，该虾塘承包合同为案外人王某所签
订，也无证据证明王某与张某某的关系，执
行陷入僵局。由于张某某未履行生效判决

确定的义务，且张某某系香港特别行政区
居民，随时有返回香港的可能，法院将张某
某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限制其出境。
张某某欲从深圳赴香港，在过关时被告知
无法出境并返回海南。尔后，法院通过其
他途径发现张某某对外称其是虾塘的经营
者，执行法官再次找到张某某，要求其履行
判决义务，张某某仍拒不履行。

针对张某某不如实申报财产并拒不履
行判决义务的行为，法院决定对被执行人
张某某司法拘留 10 日。在实施拘留时，被
执行人张某某迫于拘留的威慑力，终于承
认其是虾塘的实际经营者，并当场通知该
虾塘的名义经营者王某缴纳了全部执行
款，该案得以顺利执结。

助企业恢复“造血”功能
执结8000多万元执行案

申请执行人海口某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周某某与被执行人海南某房地产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省一中院分别作出
民事判决和民事调解书，判令海南某房地
产有限公司向两申请执行人支付 8368.6 万
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房地产公司未在
判决确定的期限内履行义务，申请执行人
分别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立案后，执行法院在法官例会上
对两个案件进行了讨论，根据《最高法院关
于执行工作中规范执行行为切实保护各方
当事人财产利益的通知》精神，考虑到海南
房地产处于销售火爆时期，为了保障双方
当事人的利益，决定对这两个案件的被执
行人采用“放水养鱼”的善意执行方式。执
行法官和双方当事人进行了“面对面”“背
对背”的协调沟通，在多次沟通、劝解下，两
个案件的当事人均达成了“分期分批履行”
的和解协议，利用海南房地产销售火爆的
有利时机以双方共管销售的方式，使房地
产公司在债权人的监管下，尽快恢复自身

“造血”功能，积极进行楼盘销售，加速盘活
项目，短期内即按照和解协议的内容全部
履行完毕，从而使这两件标的额达到 8000
多万的执行案件圆满执结。

某市建设局占用土地
拆垃圾收集站交还土地

2004 年 11 月 3 日，某市政府向吴某（中
国台湾居民）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一
张。2009 年 10 月 9 日，吴某为建设房屋，
申请了报建手续但并未建房。2012 年 12
月 28 日，某市规划建设局作为建设业主分
别与案外人林某勇、林某民等签订《垃圾
收集站租赁土地协议书》，在吴某的宅基
地上建设垃圾收集站，并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投入使用。吴某多次向某市政府反映其
宅基地被占用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吴
某向省一中院提起诉讼，要求某市建设局
停止侵害并赔偿其损失。经法院终审判
决，判令某市建设局执行拆除吴某《国有
土地使用证》项下的建筑物，恢复土地原
状，赔偿吴某土地占用费损失 2418.74 元。
判决生效后，吴某于 2018 年 2 月 22 日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执行中，法院依法向被执行人发出

执行通知书，要求某市建设局自行拆除垃
圾收集站并赔偿吴某损失。建设局主动向
市政府汇报法院判决执行情况，市政府高
度重视该案，分管副市长亲自上门拜访吴
某，表达因政府部门违规占用其土地的歉
意，并提出采取等价置换土地方式为吴某
置换土地，建设局还及时支付了吴某的赔
偿款。考虑到垃圾收集站已建成并投入使
用，为减少损失，法院执组织双方进行协
商，后未达成一致意见，某市建设局自行拆
除占用土地上的垃圾收集站，恢复土地原
状，法院将涉案土地交付申请执行人吴某。

不履行财产刑未获减刑
一服刑人员忙缴纳罚金

黄某某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并处罚金 5000 元。
执行机关以服刑人员黄某某在刑罚执行期
间确有悔改表现为由，向省一中院提请对其
减去有期徒刑 7 个月。经查，黄某某应缴纳
罚金 5000 元，服刑期间仅缴纳罚金 3000 元，
剩余罚金 2000 元至今未缴纳。该犯在刑罚
考核期内月平均消费 262.02 元，但账户尚有
余额 7163.07 元。省一中院认为，黄某某系
因抢劫犯罪被判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
犯，尚有罚金 2000 元至今未缴纳，其账户有
余额 7163.07 元，属于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
行财产刑判项，不能认定其“确有悔改表
现”。据此，省一中院裁定不予减刑。此后，
黄某某全额缴纳了罚金，该案顺利执结。

未发现被执行人财产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申请执行人海南某律师事务所与被执
行人海南某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法律服务合
同纠纷执行案。在执行过程中，法院依法
向海南某农业投资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但该公司未履行义务。法院
依法作出限制消费令，对海南某农业投资
有限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进行限制高消费。

执行中，法院通过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
控系统和海南法院执行司法查控系统对海
南某农业投资公司的银行、网络银行、证券、
车辆、工商、不动产等财产情况进行调查，仅
发现该公司银行存款 10079.71 元，已扣划上
述银行存款并支付给申请执行人。尔后，经
向某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某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调查，未发现该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法院再次通过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
和海南法院执行司法查控系统对该公司的
财产情况进行调查，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
执行的财产。经告知申请执行人海南某律
师事务所上述财产调查结果，申请执行人同
意法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受害人家属生活困难
发放司法救助金5万

2016 年 12 月 10 日，邱某某酒后无证驾
驶四轮拖拉机撞到钟某某驾驶的摩托车，
造成钟某某当场死亡。王某某（系钟某某
母亲）、谭某（系钟某某妻子）等人诉至法
院，屯昌县人民法院作出刑事附带民事诉
讼判决，判令邱某某向王某某等人赔偿各
项损失共计 349545 元。判决生效后，邱某
某未在判决确定的期限内履行义务，王某
某等人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在执行中，未查找到邱某某有可

供执行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王某某及其家

属亦未获得相应赔偿。另查明，被害人钟

某某生有 4 个孩子，最大的 8 岁，最小的未

满 1 岁。钟某某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钟某
某死亡后，其妻子王某某与其母亲谭某共
同抚养 4 个未成年子女，没有固定的经济来
源，家庭生活极其困难。申请执行人所在
的村委会及镇人民政府为其出具了家庭生
活困难证明。

王某某等人向省一中院提出司法救助
申请，该院司法救助委员会认为，作为家庭

经济收入主要来源的钟某某因受到犯罪行

为侵害而死亡，因加害人邱某某没有赔偿

能力，其母亲王某某、妻子谭某及 4 位未成

年子女无法获得相应赔偿并失去生活来

源，导致家庭生活极其困难，其申请符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

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第二条第三款
和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司法救助
条件，决定给予申请人司法救助金 5 万元。

FZ 强力攻坚执行难

省司法厅听取“12348”公共法
律服务热线咨询律师意见建议提出

制定用语规范
提高管理水平

本报讯（记者王慧 通讯员陈弼）9 月 12 日，省司法厅在
省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大厅召开组织召开“12348”公共法律服
务热线咨询律师业务研讨会，9 名近期参与过咨询工作的律
师应邀参加。

研讨会上，9 名咨询律师就咨询工作中遇到的重大复杂
疑难问题逐一分析研判。在认真听取各位律师的发言后，省
司法厅副厅长陈国庆就咨询律师关切的问题给予了现场答
复。他表示，召开咨询律师业务研讨会，及时听取咨询律师
意见建议和解答咨询中遇到的重大复杂疑难问题，是建立定
期研究机制和业务学习机制的需要，也是改进日常工作和提
高管理水平的需要。陈国庆强调，建立咨询律师业务研讨制
度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机制，省法律援助中心要长期坚持、常
抓不懈，确保这样的研讨会今后每半月组织召开一次。他要
求省法律援助中心负责同志认真梳理每位律师提出的问题
和 意 见 建 议 ，及 时 研 究 制 定 相 关 措 施 ，尽 快 出 台 海 南 省

“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解答用语规范，不断提高“12348”
公共法律服务热线的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管理水平，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日与增长的多样化的高质量的法律服务需求。

保亭检察院在办理一起行政公
益诉讼案件中首次现场送达公开宣
告诉前检察建议

提升检察建议
法律监督刚性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 许光伟 通讯员王艳）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检察院近日在办理保亭生态环境保护局未依法履
行职责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首次
以“现场送达、公开宣告”的方式送达检察建议，有效提升了
检察建议的法律监督刚性。

9 月 6 日，保亭检察院诉讼监督局局长陈武带领检察官
助理王艳到达保亭生态环境保护局，以“现场送达、公开宣
告”的方式将检察建议书递交该局负责人，同时邀请了保亭
县人大代表林师、符卫到场参与见证。

承办检察官陈武向该局有关负责人和相关业务部门人
员当面宣读检察建议，就检察建议书载明的案件事实、适用
法律、建议内容、相关依据等进行阐释说明，并听取该局就案
件情况作出的说明以及落实检察建议的具体意见。

检察官陈武提示该局，须在规定时限内依法履职并书面
回复办理情况；对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为或依法履职情况
等，检察机关将跟进调查；一旦回复期满，行政机关没有纠正
违法行为或没有依法全面履职，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持
续处于受侵害状态的，检察机关将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该局负责人表示，会按照检察建议的要求，按时完成整改。

据介绍，此次以“现场送达、公开宣告”的方式送达检察
建议的形式，突出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司法属性，彰显司
法权威，提升了司法公信力。

今年以来，该院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有效提升公益诉讼诉
前检察建议的法律监督刚性，取得了明显效果，共发出 11 件
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均得到及时回复，检察建议事项均
得到落实。

海口海事法院传达学习省委七
届五次全会精神要求

将扶贫与普法结合
确保政策落实到位
本报讯（记者肖瀚 通讯员李羽玲）9 月 10 日上午，海口

海事法院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
委七届五次全会决议以及省委书记刘赐贵在会上讲话精神。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加强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重
要性的认识，按照省委部署和要求，加派扶贫驻村干部，配足
扶贫资金；要找准海口海事法院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
的结合点，确保司法保障与法律服务精准有力；要将扶贫与
普法相结合，在深入渔村渔港和扶贫点开展法治宣传过程
中，确保党的扶贫政策精准落实到位；要切实强化责任和担
当，各中层领导要结合当前开展的“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
题活动，带头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激励新担当、新作为的新
要求，营造敢担当敢作为的良好氛围。

省海口监狱党委理论中心组第
15次集中学习要求

从严治党从严治警
本报讯（记者王慧 通讯员彭先帮）9 月 13 日上午，省海

口监狱召开党委理论中心组（扩大）会，进行党委理论中心
组第 15 次集中学习。

会议组织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省委七
届五次全会精神、全省组织工作会议精神以及《中共海南省
司法厅委员会关于建设“一个带头、三个表率”模范政治机
关的决定》和司法部党组书记袁曙宏在司法部指挥中心视
频巡查督察监狱戒毒场所工作时的指示要求。

会议要求，要加强政治建设，提升政治能力，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带头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思想，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和厅局的决策部
署，加强监狱政治机关建设，加强监狱党员民警队伍建设，
确保监狱中心工作完成。要扎实开展好“勇当先锋、做好表
率”岗位大练兵系列活动。要认真贯彻全省组织工作会议
精神，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严治警的坚定决心，坚持
选人用人的政治标准，提高选人用人制度透明度和执行力，
真正使干部熟知、组工干部精通、干部群众了解。

省一中院司法拘留一被执行人促其联系家人还款省一中院司法拘留一被执行人促其联系家人还款

省一中院及辖区法院2年多受理执行案件27659件综合结案率82.27%

对186名“老赖”采取拘留措施

省一中院通报10起执行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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