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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执行难

彰显法治文明进步

执行，司法案件办理程序的关键一环，实现

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

从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日趋活跃，诉讼案件数量大幅增长，执行

难问题逐步显现，“法律白条”渐渐成为困扰人民

法院和当事人的突出问题。

执行难，侵害的是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损

害的是司法公信力，影响的是人民群众对全面依

法治国的信心。

决不能让执行难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拦路

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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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

响了破解执行难的攻坚号角。

大刀阔斧改革执行管理机制；多部门联手惩

戒失信被执行人；利用信息技术构建现代化网络

查控系统……3 年来，长期制约解决执行难的体

制机制性障碍得以逐渐消除，执行制度、机制和

模式进一步完善。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的一组数据

彰显变化轨迹：3 年来，人民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

2043.5 万件，执结 1936.1 万件，执行到位金额 4.4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98.5%、105.1%和 71.2%。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只有真正执行了判

决，人民群众才能真正感受到法律的公平、司法

的公正。”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首

席合伙人袁爱平说，长期困扰法治实践的执行难

问题得到有效破解，是我国法治文明进步的一大

标志。

对失信被执行人加大曝光力度、全媒体直播

让网友“围观”执行行动……3 年来，社会各界支

持法院执行的氛围更加浓厚，助推诚实守信在全

社会蔚然成风。

“破解执行难的意义，在于实现司法公正，也

在于维护社会诚信。”全国人大代表、国和控股集

团董事长陈乃科过去一年履职过程中多次到法

院调研了解执行情况。他说，让守信者受益，让

失信者难行，对于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动真碰硬

推动执行领域深刻变革

2019 年 2 月 9 日，正月初五。雪后的淮北大

地气温骤降。

安徽省淮北市的法院干警并没有与家人团

聚。抓住一些平时踪迹难寻的被执行人返乡过

年的有利时机，干警们一天之内执结案件 13 件，

执行到位金额 117.5 万元。

人民法院攻坚执行难，需要付出艰苦卓绝努

力，更要找准病因动真碰硬、精准施策。

这是执行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

整治“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乱执行”，最

高法先后出台 37 件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将执

行权运行关入“制度铁笼”。

解决“查人找物”难题，法院与 16 家单位和

3900 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联网，覆盖 16 类 25 项

信息，对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形式“一网打尽”。

破解财产变现难题，推行网络司法拍卖，为

当事人节约佣金 205 亿元，有效祛除拍卖环节暗

箱操作和权力寻租空间。

……

“通过‘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战役，我们构建起

中国特色执行制度、机制和模式，依托智慧法院建

立四级法院统一的管理体制，全国一张网，一网网

到底，既有效约束和规范执行权，又极大提升执行

效率。”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高院院长张甲天说。

着力解决执行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现

实问题——

法院会同 60 家单位采取 11 类 150 项惩戒措

施，366 万人迫于压力自动履行义务；以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判处罪犯 1.3 万人，拘留失信被执行

人 50.6 万人次。

全面核查长期形成的历史积案，开展集中清

理执行案款活动，发放案款 960 亿元。每年元旦

春节前后集中开展涉民生案件执行行动，累计发

放涉民生案款 179 亿元。

最高法办公厅副主任陈志远说，各地法院干

警 3 年来忘我工作，46 名干警牺牲在执行岗位

上。全国法院将化悲痛为力量，在“基本解决执

行难”的基础上继续奋斗、久久为功。

推动解决执行难

从“基本”向“切实”迈进

“我们深知，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与党中央提

出的‘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和人民群众期待相

比还有差距。”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说，要不断

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健全解决执行难长

效机制。

回顾历史，人民法院在 30 多年的时间里针对

执行难问题曾经采取了许多举措，开展了多次行

动。破解执行难，不能走“一阵风”式运动的老

路。在积极清理积案卸下历史包袱的同时注重

“标本兼治”，才能真正告别执行难。

完善执行信息化体系，建立全国统一的案件

流程节点管理平台，打造执行查控系统、财产评

估系统、网络拍卖系统……3 年来，人民法院更加

注重执行领域基础性、长效性工作，为建立长效

机制铺路架桥。

面对广东深圳的被执行人，广西桂林象山区

人民法院执行法官轻点鼠标，就能顺利查控财产。

通过执行指挥中心，最高法可以对基层法院

执行工作“一键督办”并实时跟踪，对敷衍懈怠、

工作不力严肃问责。

……

“很多人当着我的面问，这 3 年采取的措施，

几乎是各级法院举全院之力，这种情况能否长期

持续下去？会不会又回到了过去？肯定不会。”

最高法审委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表示，最高

法已经制定了推进解决执行难的五年工作纲要，

对执行体制、模式改革以及信息化升级换代等进

行全面部署。

解决执行难从“基本”向“切实”迈进，人民法

院任重道远。陈乃科代表建议，进一步加大对失

信被执行人的惩戒力度，加强法院与更多部门的

执行信息联动，强化执行保障，打破数据孤岛，用

大数据等新技术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民事强制执行法已被列入全国人大立法

规划，应该加快立法进度，尽快出台。”袁爱平委

员认为，还要完善与强制执行密切相关的企业

破产制度等长效机制，为解决执行难提供更多

制度保障。 （据新华社）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这样一组数据，令
人振奋——三年来，人民法院全力攻坚，共受理执
行案件 2043.5 万件，执结 1936.1 万件，执行到位金
额 4.4 万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98.5% 、105.1% 和
71.2%。司法公正“最后一公里”上的“拦路石”正
被移除。“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
实现。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只有法院的判决得
到有效执行，司法公正和权威才能更好地得到彰
显。破解执行难，是一场关乎民心民愿的攻坚战，
更是一场关乎公平正义的保卫战。

从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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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意见，基本形
成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从与公安部等 16
家单位和 3900 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信息联
网，对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形式“一网打尽”，到推
进失信惩戒机制建设，采取 11 类 150 项惩戒措
施，让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从
着力解决财产变现难题，推行网络司法拍卖，到
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罪犯 1.3 万人，拘留
失信被执行人 50.6 万人次……三年来，人民法院

全力攻坚，执行模式发生深刻变革、执行工作更
加规范有序。

破解执行难敢于动真格、出实招，“老赖”自
然不敢再肆意妄为。不过，看到骄人成绩的同
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与党中央提出的“切实
解决执行难”目标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还有差
距；从“基本”到“切实”之间，执行工作仍然面临
不少问题。

不能执行的判决，如同白纸一张。力破执行
难，“基本解决”是一个新的起点。如何避免执行
难问题反弹？如何形成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更强合

力？如何实现“切实解决执行难”这个更高目标？
这些问题，都还需要更进一步努力破解。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
支持下，人民法院仍须继续强化部门联动，健全综
合治理格局；仍须进一步健全解决执行难长效机
制，完善联合信用惩戒体系，严厉打击拒执行为；
仍须更多通过深化改革破解难题，借助信息化发
展提供更多“答题”的科技支撑……

一鼓作气、一以贯之，才能进一步解决好执行
难问题，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 （据新华社）

力破执行难，“基本解决”是新起点

保障胜诉当事人权益
打通公平正义“最后一公里”
——全国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

33 月月 1212 日日，，十三十三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议新闻中心举行记

者会者会，，邀请最高人民邀请最高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副法院审判委员会副

部级专职委员刘贵部级专职委员刘贵

祥祥（（中中）、）、福建省高级福建省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吴偕人民法院院长吴偕

林林（（右二右二）、）、江西省高江西省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葛级人民法院院长葛

晓燕晓燕（（左二左二））就就““攻坚攻坚

‘‘基本解决执行难基本解决执行难’”’”

相关问题回答中外相关问题回答中外

记者记者提提问问。。

新华社记者王鹏 摄

1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

强郑重宣布。
3 年前，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

问题，对人民作出庄严承诺。
3 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执行工作受到前

所未有的重视。人民法院迎难而上、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汇
聚起强大合力，坚决攻克这一阻碍司法公正、损害人民权益的顽瘴痼疾，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2018 年全国检察机关加大
司法办案力度

起诉销售伪劣商品
犯罪1.5万余人

最高检 3 月 14 日消息，2018 年，全国检察机
关共起诉销售伪劣商品犯罪案件 9 千余件 1 万 5
千余人。

“2018 年，全国检察机关认真发挥职能作
用，严厉打击侵犯消费者权益的犯罪活动，积极
开展涉消费者权益的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工
作，针对办案中发现的管理漏洞适时制发检察
建议，全方位推进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努力让
人民群众买得省心、用得安心、吃得放心。”最高
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孙谦表示。

孙谦向记者介绍，针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
点领域，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大司法办案力度，全
年共批捕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案件 4598 件
8083人，起诉9127件15811人。其中，生产、销售
假药案件 3981 件；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件 2319 件；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件 1396 件；生
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件1358件。

据悉，2018 年 8 月，全国检察机关启动了为
期一年的“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专项检
察监督活动，以网络餐饮、校园周边、农贸市场
食品安全等与消费者息息相关的事项为工作重
点，共立案公益诉讼案件 2.8 万件，发出诉前检
察建议 2.5 万件，绝大多数案件通过诉前程序便
得到了整改治理。 （据新华社）

一周看点

（详见 13日 1版）

揭秘东方游戏币诈骗
黑色产业链

三类角色
+固定剧本
引人入坑
——起底东方市网络诈
骗案（之二）

4次“摘帽”收网行动，
抓获及劝投犯罪嫌疑
人653名

东方市破获
3000余起
网络诈骗案
——起底东方市网络
诈骗案（之一）

（详见 12日 1版）

2018 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
为 消 费 者 挽 回 经 济 损 失
31.17亿元

网购投诉量168.2万件
同比增长126.2%

记者 3 月 14 日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获悉，
2018 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收到消费者投诉、
举 报 、咨 询 1124.96 万 件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20.74%。其中，投诉 372.56 万件，举报 60.69 万
件，咨询 691.71 万件，共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31.17 亿元。2018 年消费者投诉、举报案件呈现
出商品投诉比重扩大，网购投诉高速增长，虚假
广告、质量、合同、售后服务为投诉重点，升级类
消费投诉猛长，互联网平台成维权利器等八大
特点。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2018 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商品投诉
231.81 万件，主要集中在日用百货、食品、家用
电器、交通工具、通讯器材等领域。其中，网络
购物投诉量 168.2 万件，同比增长 126.2%，投诉
问题主要为：虚假广告、假冒伪劣、质量不合格、
经营者拒不履行合同约定等。

其中，升级类消费投诉迅猛增长，原因是随
着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
消费结构加快转型升级，逐步由温饱型向享乐
型和发展型转变，消费结构和消费环境发生了
巨大变化。 （法网）

上海高院将设立常态化司法
数据公开平台

“完全无纸化”
网上立案

记者3月14日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获悉，
上海市高院将在互联网门户网站设立常态化司
法数据公开平台，定期、动态公开全市三级法院
受理、审结、执结案件等相关数据，以及案件立案
受理、缴费、庭审、裁判等诉讼流程进展情况等相
关信息。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日前印发《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关于在互联网公开相关司法数据的
若干规定（试行）》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
网上立案、电子送达、电子归档的若干规定（试
行）》，作出上述规定。

新规出台前，虽然当事人在立案阶段只要
提交电子诉状即可完成网上立案，但按照“诉讼
归档应当采集原件”的传统归档要求，审判业务
庭通常还会要求原告提交纸质诉状。

而根据新规，今后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提
交的以及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产生的电子文
件，上海法院将通过“电子卷宗随案生成系统”
进行电子归档，这就解决了以往电子诉讼材料
无法归档的问题，真正实现了网上立案“完全无
纸化”的目标。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