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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新华时评破除公平正义最后一道藩篱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等回应“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

在执行工作中，对企业的执行
有时会面临两难。比如，当企业陷
入债务危机时，法院如果加大执行
力度，很可能造成企业破产。如何
把加大执行力度和追求最好的社会
效果有机结合呢？

刘贵祥表示，人民法院在处理
这类案件时，要坚持公权力的审慎
性和谦抑性，审时度势进行把握。
尽可能采取执行和解的办法，与双

方当事人沟通，让企业能够活下来，
保住就业，促进经济发展。

他表示，要做好执行和破产程
序的衔接，通过破产重整和破产和
解，进行新的债务组合。“有很多企
业畏惧提破产这个事，实际上有时
重整和和解是解决债务危机的一个
很好办法。”

刘贵祥还表示，对法院来说，在
采取查封等控制措施的时候，一定

要把握好界限。绝不能明显超标查
封，能活封的不要死封，尽可能采取
对生产经营影响最小的执行方式。
不能把民事纠纷当做刑事犯罪去处
置。

“在执行程序中，法官要有充分
的考量，要追求最好的法律效果、社
会效果。”他说。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记者
孙奕 谭谟晓 罗沙）

刘贵祥介绍，党的十八大以
来，各级人民法院在发挥司法职
能，惩治贪腐犯罪的同时，加大
了对贪腐分子的经济处罚力度，
追缴其非法所得，提高违法犯罪
成本。

他说，2015 年 8月，全国人大
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

其中对贪污贿赂犯罪增加了“罚
金刑”，从相关司法解释可以看
出，对贪腐犯罪的“罚金刑”适用
标准要远远高于一般犯罪“罚金
刑”的适用标准，同时，对于没有
追缴到案的犯罪分子非法所得，
要一追到底，不设时限，随时发现
随时追缴。

他透露，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
法院共依法审结省部级以上领导
干部职务犯罪案件 117 件，117
人。其中29人被判处没收全部个
人财产，其余88人被判处罚金、没
收部分个人财产。财产刑全部执
行到位。绝大多数犯罪分子的贪
污所得被全部追缴。

刘贵祥表示，尽管“基本解决执行
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但在有
些地区、有些方面执行难依然存在，
甚至还比较突出，实际上“我们对存
在的问题和短板还是心中有数的。”

他举例，以信息化建设来说，虽
然我们建立了网络查控系统，但实
践中存在着隐匿财产、转移财产的

情况，虽有网但捞不着鱼，这是个短
板。另外，查控系统还存在运行不
畅、部分信息不准确的现象。

刘贵祥表示，有些地方还存在
选择性执行、消极执行、乱执行等现
象，同时还有许多历史性的案件没
有彻底消化等，因此必须咬定“切实
解决执行难”这个目标不放松、不懈

怠、不动摇。
他介绍，下一步要推进完善强

制执行的立法体系。目前，民事强
制执行法已经被列入立法规划，最
高人民法院正在按照全国人大常
委会的要求，紧锣密鼓地起草民事
强制执行法，争取在今年年底将草
案提交审议。

刘贵祥说，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关于“切实解决执行难”
的重大部署，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
3月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
执行难问题，破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
道藩篱。

他说，三年来，人民法院清理了一
大批历史性积案，对历史性的、多年前
的案件进行全面核查，录入到信息化
案件系统中，然后再进行筛查，凡是有
瑕疵、不符合结案标准的，重新查控财
产，重新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着
力点，予以进一步化解和解决。

他表示，人民法院还大力推进执
行模式的重大变革，如建立网络化财
产查控系统、推进信用惩戒体系建设、
出台失信名单制度等，来破解执行中
的查人找物难、财产变现难等难题。

刘贵祥表示，针对消极执行、拖
延执行、选择执行、乱执行问题及执
行作风不端、执行纪律不严等现象，
人民法院打造了信息化数据铁笼，实
现对执行案件的全方位监控。还制
定了50多个执行方面的司法解释和
规范性文件，严格约束执行权的运
行，控制执行权的滥用。

清理历史性积案化解执行难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12日下午在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福建省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吴偕林、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葛晓燕，就“基本解决执行难”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争取今年年底提交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

加大对贪腐分子的经济处罚力度

在执行中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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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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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记者梁建强）

力破执行难
“基本解决”是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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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女子拳击锦标赛在白沙落幕
赛事获主流媒体持续关注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斩获全国性冲浪比赛冠军，对于
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遥不可及的梦，
但来自海南白沙黎族自治县的体育健
儿邓雪莹用自己的汗水创造了奇迹，
今年，她才14岁。

“感谢这座美丽的山城对我的挖
掘和培养，一路走来能有今天的成绩
确实不容易。”3月11日，在第二届全
国青年运动会冲浪比赛上斩获两枚金
牌的白沙籍运动员邓雪莹对海南日报
记者说，她将继续努力，为白沙、为海
南争取更大的荣誉。

2015年，在白沙少年儿童业余体

育学校教练何吉的挖掘下，年仅10岁
的邓雪莹进入了该体校开始水上项目
训练，这也正式开启了她的运动员生
涯。“她悟性很高，勤奋好学也不怕吃
苦，是一个难得的水上项目好苗子。”
说起自己的学生，何吉脸上充满了骄
傲。几年来，何吉也不惜所教，手把手
地培养邓雪莹的技能，功夫不负有心
人，在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中，邓雪莹
成绩突飞猛进，并迈向了更大的平台，
成为了国家奥林匹克运动队的一员。

作为白沙籍运动员，邓雪莹的成
功只是近年来白沙体育人才培养过程
中的一个缩影。据悉，除邓雪莹外，在
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冲浪比赛中，

白沙籍运动员王成征和符世媛也各获
得了一枚银牌。为了做好体育人才的
挖掘和培养工作，常年来，白沙少年儿
童业余体育学校教练组成员辗转各乡
镇挖掘有潜力的青少年，并手把手的
传授他们技能，竭力发掘他们的潜
力。经统计，在过去一年里，由白沙少
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输送的运动员在
全省以及全国性比赛上斩获的金牌数
量已经超过100枚，涵盖乒乓球、田
径、举重等项目。其中，白沙籍运动员
梁荣琪在去年雅加达亚运会攀岩比赛
项目中夺得奖牌。现在，白沙已成为
了海南名副其实的体育人才的摇篮，
正在源源不断地向全省乃至全国输送

更多优秀的体育健儿。
何吉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白沙位

于海南中部偏远山区，每一名体育健
儿的培养与成长着实不容易，他们从小
就得舍弃同龄人的娱乐与欢乐，但他们
一直坚持奋斗着，为这座美丽山城的体
育事业发展添砖加瓦。据白沙文旅商
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白沙还重
点加大体育项目的投入，建成了占地
240多亩的白沙文化体育中心，去年更
是“大手笔”地引进了全国橄榄球冠军
赛、海南省业余羽毛球公开赛、中国羽
毛球协会业余俱乐部赛海南选拔赛等
精品赛事，掀起了一阵阵全民体育热
潮，也探索出了一条适合白沙“体育+

旅游”产业发展的长远之路。
今年，白沙中国拳击协会训练基

地、中国登山协会攀岩训练基地、中国
现代五项运动协会训练基地建成投
用，白沙蓄势打造“文体山城”优势凸
显。2019年，全国女子拳击锦标赛、
全国英式橄榄球精英赛、全国田径精
英赛、全国现代五项冠军赛、全国攀岩
精英赛五大赛事也相继落户白沙。
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轮驱动
下，八方宾客纷至沓来观赛、旅游。在

“体育+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下，这个
原本静谧的山城显得活力十足，大山
深处里的体育冠军梦想更近了。

（本报牙叉3月12日电）

本报牙叉3月12日电（记者曾
毓慧 特约记者吴峰 通讯员钟宇思）
经过历时7天的擂台角逐，3月12日
下午，2019年全国女子拳击锦标赛
在海南白沙黎族自治县迎来巅峰对
决，最终，李倩、常园等10人分别获
得女子拳击10个公斤级别冠军。自
此，本次赛事圆满落幕。

中国拳击协会主席、国家拳击
队总教练张传良介绍，全国女子拳
击锦标赛每年举行一届，是国内女
子拳击运动员最高水平的赛事，该
赛事也是明年东京奥运会选拔积分
赛的重要赛事。据赛事主办方介
绍，在3月6日至12日的比赛中，来
自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海南、内
蒙古、新疆、西藏，以及八一、火车头
体协等 40 余支运动队共计百余名
拳击运动员齐聚白沙，在拳击擂台
上一较高下，全力争夺本次赛事共
10 个公斤级别的桂冠。在赛事期

间，现场观赛人气十足，新华社、人
民网、央视等主流媒体持续关注报
道赛况。

值得一提的是，赛前夺冠呼声
很高的内蒙古 29 岁“老将”李倩不
负众望，夺得本次赛事 75 公斤级
冠军；据悉，李倩是 2016 年里约奥
运会女子拳击项目 69-75 公斤级
铜牌得主，在 2018 年又斩获世界
女子拳击锦标赛 75 公斤级金牌。
此外，22 岁的河北选手常园也延
续 2018 年雅加达亚运会 51 公斤
级冠军的良好竞技状态，一路过
关斩将，夺得本次赛事 51 公斤级
冠军。

本次赛事由中国拳击协会主
办，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支持，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海
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海南家
国文化体育有限公司、海南省沙滩
体育运动协会共同承办。

“体育+旅游”,白沙探索发展新路径
努力输送更多优秀体育健儿

白沙多部门联合巡河
本报牙叉3月12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符陈斐）3月11日，白沙黎族自治县有关负责人率
河长办、水务局等部门人员来到细水乡南春河河
段，开展联合巡河工作，并就如何进一步规范河长
制管理召开现场办公会议。

据该县水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南春河长度
为31.2公里，从上游往下游依次流经白沙元门
乡、细水乡，并于细水乡福门村委会汇入南湾河，
共流经红茂村、元门村、福门村3个村委会22个
自然村，涉及人口2700余人。根据脱贫攻坚工作
及白沙实际情况，白沙全县共提供了380个河湖
管护员公益性岗位，其中，南春河河段共设置了
10名河湖管护员。目前，南春河已设置了3个水
质监测断面，2018年度分别于丰水期、平水期、枯
水期进行水质监测，水质监测结果均达到Ⅱ类水
质标准，常年保持稳定。

按照工作规划，该县水务局、河长办以及细水
乡乡级河长、村（居）级河长要全面贯彻落实河长
制要求，着力推进南春河沿线的生态修复和植被
保护，确保流域内水生态环境得到持续改善。同
时，各部门各单位要对该河段进行全方位监控，不
留死角，严厉打击非法排污、非法采砂、非法倾倒
渣土等废弃物的违法行为，做到巡河工作常态化，
确保河长制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白沙今年要确保
885人全部脱贫

本报牙叉3月12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符俏剑）海南日报记者从3月12日召开的白沙黎
族自治县脱贫攻坚指挥部会议获悉，按照《白沙黎
族自治县2019年脱贫攻坚工作要点》工作安排，
今年白沙要着力打好、打赢10场硬仗。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明
确工作任务，突出打好动态管理、住房安全、健康
扶贫、教育助学、产业发展、就业创业、安全饮水、
人居环境改造、群众满意度以及扶贫资金使用安
全这10场硬仗。

按照工作部署，今年白沙要严格按照贫困县
脱贫退出验收标准，全面查找“两不愁、三保障”短
板弱项，逐项攻坚突破，确保全县剩余贫困人口
885人全部脱贫，实现综合贫困发生率低于1%，
脱贫人口错退率低于1%，贫困人口漏评率低于
1%，群众认可度高于90%。此外，全县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贫
困村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省平均水
平，如期实现深度贫困县稳定脱贫“摘帽”。

3月12日，2019年全国女子拳击锦标赛决赛现场座无虚席。 特约记者 吴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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