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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信用惩戒

超320万“老赖”履行义务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记者 罗沙）截至2018年

9月，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211万例，共
限制1463万人次购买机票，限制522万人次购买动车、高
铁票，322万名失信被执行人迫于信用惩戒压力自动履
行了义务。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24日代表最高人民法
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16年以来人民法院解决执
行难工作情况时透露的数据。

报告显示，2016年以来， 最高法与国家发改委等60
家单位签署文件，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
戒机制建设，采取11类37大项150项惩戒措施，对失信被
执行人担任公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出行、
购房、投资、招投标等进行限制。

在网络查控系统建设方面，报告显示，最高法建立“总
对总”网络查控系统，与公安部、民政部、自然资源部、交通
运输部、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16家
单位和39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联网， 可以查询被执行
人全国范围内的不动产、存款、金融理财产品等16类25项
信息。 截至2018年9月， 全国法院通过网络查控系统，为
5746万案件提供查询冻结服务，共冻结资金2992亿元。

最高法：

民商事案件
近两成属于“执行不能”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记者 罗沙） 近年来，我
国生效裁判文书的自动履行率逐年提升，2016年、2017
年分别为51%、57%，剩余40%多未自动履行的案件进入
执行程序。在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中，约有5%属于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约有43%属
于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执行不能”案件。换算下来，民商
事案件中，约18%的案件是“执行不能”案件。

这是24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的
数据。

报告指出， 有相当一部分案件被执行人完全丧失履
行能力、经核查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客观上不具备执行条
件，即使法院穷尽一切措施，也无法实际执行到位。这类
案件，一般称之为“执行不能”案件。

报告表示，这类案件所涉债务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
法人债务。被执行企业债台高筑、濒临破产，甚至处于无
人员、无财产、无办公场所的状态，这些“僵尸企业”在执
行中形成大量“僵尸案件”；另一类是自然人债务。一些交
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案件，被执
行人自始就财力有限，甚至“家徒四壁”，确无清偿能力。

报告说，对于“执行不能”案件，人民法院通过严格审
查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纳入“终本案件库”管理，公开接
受社会监督，一旦发现有财产必须及时恢复执行，尽最大
努力、穷尽一切措施兑现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

� � � � 记者：最高法2016年提出用两到三年基本解
决执行难，并为此定下“四个90%、一个80%”的
目标，目前来看进展如何？

刘贵祥：“基本解决执行难” 的核心指标是：
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在法定期限内实际执结率
不低于90%；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终结本次执行
程序合格率不低于90%；执行信访案件办结率不
低于90%；全国达标的法院不低于90%；近三年
执行案件的整体执结率不低于80%。

全国法院打响“基本解决执行难”战役以来，
各级法院干警兢兢业业地坚守在工作岗位和执
行前线，决战决胜执行难。目前，“基本解决执行
难”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全国接近90%的法院
已经达到或者即将达到设定的核心指标。

对于极少数可能未达到指标要求的法院，我
们将对相关人员追究责任，并责令限期整改并尽
快达到指标要求，将“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战役
进行到底。

记者：“基本解决执行难”， 是否如字面上所
理解的，所有的案件都可以顺利得到执行？

刘贵祥：如果被执行人经法院穷尽手段后确
无财产，或虽有财产但在已被全部抵押且无剩余
价值的情况下，对于普通债权人而言也相当于无
可供执行的财产， 这类案件就是“执行不能”案
件。

这些“执行不能”案件，有的是被执行企业债
台高筑、濒临破产，有的是交通事故纠纷、人身损
害等侵权赔偿类纠纷中被执行人自始就财力有
限甚至“家徒四壁”。这种情况下，除了按照法律
规定裁定终结执行的以外，法院依法可以裁定终
结本次执行程序。

必须强调的是，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不意味着
放弃执行。5年内执行法院每隔半年时间都会通
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一次被执行人的财产，
对于符合恢复执行条件的，将依职权主动恢复执
行。同时，按照有关规范要求，建立终本案件数据
库，进行专门管理，全程留痕，接受社会及当事人
监督。

记者：我们发现有不少党政机关、公职人员
也上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对于这种情况，法院
有没有特殊照顾？

刘贵祥：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央政法委的

直接部署和统一协调下，最高法集中开展涉党政
机关执行积案清理专项行动， 建立定期通报制
度，将涉党政机关案件清理情况纳入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考核范围，促进党政机关带头履行生效判
决。目前党政机关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已执行到位
金额480亿元，实际执结率超过80%，远高于一般
的被执行主体。但是实践中，仍有少部分党政机
关因各种原因，未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

人民法院在基本解决执行难战役中，对于不
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党政机关、 公职人员，
采取提请上级分管领导协调督办、向上级单位或
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等多种方式，敦促其积极
主动履行义务，同时联合组织部门、监察委等部
门采取措施，对拒不履行义务的机构和人员予以
党纪政纪惩戒。对具有司法解释规定情形，有履
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的，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将其纳
入失信名单，进行相应信用惩戒，并向社会公开
曝光。对于被纳入失信名单的人员，按照有关规
定，对其担任公职，职务晋升，担任党代表、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进行限制。

从目前情况看，涉及党政机关的案件执行到
位比例还是要远高于其他一般主体作为被执行
人的案件，到今年年底，将实现实际执结率达到
90%。也就是说，以党政机关为被执行人的案件，
绝大多数申请执行人可以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

记者：人民法院曾经多次开展解决执行难的
集中行动，这次基本解决执行难战役会不会像以
往一样，行动一结束问题就卷土重来？

刘贵祥：执行难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出
现，人民法院在三十来年的时间里针对这个问题

陆续采取了许多举措，开展了多次行动。但执行
难这个帽子不仅没有摘下来，在一段时期内还有
愈演愈烈之势，社会各界反映强烈。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推进全面依法治
国、全面从严治党，为解决执行难创造了前所未
有的政治环境与法治环境；党和国家大力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社会诚信体
系建设，加之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为解决执行
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科技支撑。各级
人民法院抓住机遇，顺势而为，持续发力，我们有
基础和条件解决执行难。

执行难成因复杂，涉及面广，每年有几百万
件新的执行案件涌入法院，还会出现各种复杂疑
难的情况， 关键是要使执行难成为个别现象，执
行不难成为一般现象。这次基本解决执行难是一
个阶段性目标，而并非最终目标。通过这场攻坚
战，一方面，清理大量的历史性积案，极大化解执
行案件存量，解决人民群众当前最不满意的突出
问题， 使执行工作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状态。另
一方面，在治标的同时，注重治本和长效机制建
设，革除各种机制性积弊。

事实上，这些年来，最高法保持定力，义无反
顾地建立执行信息化体系，建立全国统一的案件
流程节点管理平台、执行查控系统、财产评估系
统、网络拍卖系统，这是基础性、长效性工作，是
为建立长效机制铺路架桥。

当然，我们还会有下一步工作规划，来巩固
这次攻坚战来之不易的成果，并向党中央提出的
“切实解决执行难”的目标继续迈进。总的来说，
我们有理由有依据对这次攻坚战目标的实现充
满信心，对彻底解决执行难同样充满信心。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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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解决 “执行难” 工作情况的报
告》24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基本解决执行难” 的目标能
否如期实现？ 如何让人民群众告
别“执行难”？新华社记者就相关
问题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

新华社记者 罗沙

下期奖池：6522197027.55（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290 5 3 5
排列 5 18290 5 3 5 3 2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8125 07 16 20 21 34 04+06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5

2

8680527 43402635

104166325208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