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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全国法院打响了一场围绕坚决打赢“基本

解决执行难”的战役，这是向失信被执行人宣战的雷霆之
举，在整个社会奏响了维护司法公正的最强音。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两级法院坚决落实中央、最高
法院和省高院工作部署，高标准要求、高规格推动，以决战
决胜的信念和坚如磐石的毅力，持续深入推进执行攻坚，取
得了明显成效。截至 11 月 22 日，全州法院受理首次执行案
件 4551 件，实际执结 3479 件，实际执结率为 76.44%，全省
排名第一。 其中，自治州中院受理首次执行案件 105 件，实
际执结 88 件，实际执结率 83.81%，八个基层法院综合结案
率均超过 90%，核心指标均达标并高于全国平均值。

在这场与“老赖”的较量中，自治州法院交出了一份
令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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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为常态，不纳入是例外。 ”
自治州两级法院不断建立健全失信惩
戒机制， 充分运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制度，强力惩戒“老赖”，将有财产可供
执行而拒不履行法律义务的被执行人
纳入失信名单，限制高消费，限制乘坐

飞机、高铁等，限制信贷，限制出入境，
限制投资置业，限制担任“两代表一委
员”等。

同时，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力
度，先后通过电视、报纸、政务微信平
台、城市 LED 显示屏等平台，滚动播出
失信被执行人的照片和相关信息共计
1600 余条， 形成强大的信用惩戒威慑
力，促使“老赖”主动履行义务。

被彻底曝光在阳光下的“老赖”
们， 感受到来自法律和社会的强大压
力。 如自治州中院将吉首市某房地产
开发公司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在
全省诚信推进会上进行发布后， 该公
司主动履行了 2800 万元的还款义务。
保靖县法院运用“互联网 + 执行”模
式， 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在法院门户
网站和官方微信中进行公示， 仅 3 天
时间，失信被执行人彭某、何某等两案
共 5 人主动到法院缴纳案款， 共计 11
万元。

自治州两级法院还重拳打击拒执
犯罪行为，依法加大强制执行力度，加
大财产保全力度。 在收案后第一时间
通过网络查控系统保全财产， 为后续
执行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防止被执行
人拒不申报财产或不实申报财产。 加
大涉民生案件执行力度，同等条件下，
涉民生案件优先执行、 优先兑付执行
款。 加大对拒执犯罪打击力度，时刻保
持高压态势，对暴力抗法，抗拒执行的
行为，坚决依法打击。 自治州公安局已
对中院移送的李某耀、 罗某芝以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案立案侦查，古丈、花
垣县法院分别对田某强、向某亮、吴某
周以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判处一年
以上的实刑。

“通过严厉打击拒执犯罪，告诫那

些置法院生效裁判于不顾、有能力而拒
不履行的被执行人，其行为必将受到严
厉惩处，彻底打掉‘老赖’的侥幸心理。”
自治州中院执行局局长唐仁旺说。

今年以来，全州法院共采取强制执
行措施 4100 余次， 司法拘留 161 人，
罚款 38 人，罚款金额 168 万元，移送
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12 人， 始终保
持着打击拒执行为的高压态势，集中强
制执行了一批大案、 难案、“钉子案”、
“骨头案”。

在内部联系上，全州两级法院加快
完善上下级法院执行联动机制，以执行
指挥中心为中枢与平台，信息化平台为
手段，规范执行工作管理，单兵作战系
统、 执法记录仪等均配齐并投入使用，
协调推进立案、审理、执行三个环节互
通互联。

这一系统的投入使用，大大提高了
执行效率，银行存款、微信、支付宝，还
有车辆、 工商企业注册都可以查询，立
案后马上就可以对被执行人进行财产
查询，并实施冻结和依法扣划。近两年，
共查询被执行人银行、证券、互联网银
行等信息 15500 余次， 查询到可供执
行财产 2.8 亿元， 网上冻结银行存款
9800 余万元。

“老赖”再也赖不掉了。
一个个“基本解决执行难”新闻发

布会、执行款兑现会相继召开，全州法
院共兑现执行款 1.4 亿余元， 泸溪县
4135 万元，吉首市 3450 万元，凤凰县
2218 万元，保靖县 1050 万元，花垣县
810万元，龙山县 716万元……

自治州人民法院坚定不移地维护
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铮铮誓言，不
断攻坚克难、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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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难”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关系到社会主义法
治的统一和尊严，关系到司法公正的快速实现，关系到
人民群众对法律权威的信任，同样也关系到社会和谐稳
定。 自治州上下高度重视这一工作，加强多方联动，破
除执行藩篱，全力以赴推进执行攻坚。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自治州州委书记叶红专多次
听取法院汇报，要求州委政法委牵头协调，法院发挥主
力军作用，各级各部门积极支持配合。 他特别强调：“全
州各级党政机关要带头履行法院生效裁判，如果哪个单
位拖延或拒不履行，我来约谈主要负责人。 ”

在州委办、州政府办 2009 年 6 月印发的《关于建
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联动威慑
机制的若干意见》 基础上， 州综治委今年 8 月出台了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进一步完善法院执行联动机
制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实施方案》，州纪委监委、州委政
法委等 25 家单位建立执行联动机制，并将“治理人民
法院执行难”纳入综治考核指标，形成了党委领导、人
大监督、政府支持、政协参与、政法委协调、法院主办、各
界配合的执行新格局。 全州各县市也结合实际情况，出
台工作制度，加速建立联动机制破解法院“执行难”。

自治州两级法院与公安、证券、工商、金融机构等具
有协助执行义务的有关部门，建立起信息共享与通联合
作机制，为执行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平台网络支持。此外，
自治州中院还与保险公司开展战略合作， 覆盖执行悬
赏、执行救助、诉讼保全责任等领域，当事人可选择不同
险种投保并获得相应保险金，降低申请执行人的负担，
促进案件保全率和执结率的提高。

州委政法委主要领导带队组织法院、纪委监委等相
关部门联动集中开展了涉党政机关、涉公职人员、涉企
业案件专项执行行动， 对涉党政机关的执行案件进行
重点清理，永顺县商务局等单位在督促下主动履行生效
裁判，有力维护了司法权威，极大提升了司法公信力。

法院还主动邀请“两代表、一委员”现场监督执行，
主动邀请监督机关介入执行， 主动接受人民群众对执
行工作的监督，全面提升执行规范化水平。

上下一心、多方联动，自治州社会各界紧密合作，誓
要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

在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召开的全州
法院执行工作会议上，院党组书记、院长
彭卫兵指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
决执行难’ 是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民
作出的庄严承诺， 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都
寄予厚望。今年是最后一年，也是攻坚之
年、决胜之年，已经到了‘临门一脚’的关
键时刻， 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念、 攻坚克
难，坚决打赢‘决胜执行难战役’。 ”

言之凿凿，掷地有声。 自治州中院
制订了“决胜执行难战役”专项活动的
三个实施方案，确定了完成“有财产可
供执行案件在法定期限内实际执结率
达到 90%，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终本
合格率达到 90%，信访督办案件的办结
率达到 90%， 执行案件结案率达到
80%”的目标，以问题为导向，认真排查
摸底，列出详细任务清单，制作任务完
成的“时间表”、“路线图”。 层层签订责
任书，立下“军令状”，确保责任明确，任
务到人。

全州两级法院迅速行动起来，把执

行工作作为“一
把手 ” 工程来
抓， 均成立了以
党组书记、院长任
组长， 党组副书记、
副院长、执行局长为副
组长的“决胜执行难战
役”专项活动领导小组。 树立
全州法院“一盘棋”的思想，形成

“决胜执行难” 的合力。 院长对涉及重
大、敏感、社会关注度高的执行案件亲
自过问，亲自安排，调动各方力量，确保
执行工作的开展。

全州法院均按照“在编执行人员占
法院在编总人数比例高于 15%”的要求
配齐配强执行力量，现执行局员额法官
的比例均高于业务庭员额法官的比例，
推进执行案件专业化办理。为充分保障
执行警务力量，全州法院均将司法警察
配属执行局配合执行实施业务。同时把
年轻、优秀的书记员、技术人员等调整
到执行局加强执行队伍力量，解决执行

信息化瓶颈。
“可以说，全州法院所有精干力量

都集中到了执行工作中， 形成了一只
重拳， 重重地砸在那些‘老赖’ 的身
上。 ”自治州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马如刚如此说道。

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
田立文对自治州法院执行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并要求积极争先创优，加强督
查督导， 执行工作力争走在全省法院
前列。

（本版图片均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供）

9 月 14 日，自
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召开“决胜执行
难” 新闻发布会，
向新闻媒体通报
2016 年以来全州
两级法院执行工
作情况，公布 9 个
典型案例，并回答
记者提问。

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实时视频连线执行现场。

10 月 31 日，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决胜执行难”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会，22 名全国、省、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受邀参会。

8 月 13 日，自
治州龙山县人民
法院法官为一件
“执行不能 ” 案件
的申请执行人李
奶奶送去司 法救
助金 4400 元。

众志成城 全州法院全力攻坚

严打失信 让“老赖”无所遁形

多方联动 各界共破“执行难”

执行干警整装待发

3 月 6 日，在全州法院执行工作会议上，湘西中院执行局
局长、各县市法院院长向湘西中院党组书记、院长彭卫兵递
交“基本解决执行难”责任书。

向“老赖”宣战，自治州法院攻坚克难，砥砺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