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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 最
高人民法院23日发布《关于执行
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执
行担保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
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
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完善执
行规范体系建设，填补规则空
白、规范执行权运行。

《关于执行和解若干
问题的规定》

《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
规定》明确了执行和解与执行外
和解的区分标准。其中规定，各
方当事人共同向人民法院提交
书面和解协议，或一方当事人向
人民法院提交书面和解协议，其
他当事人予以认可的，人民法院
可以裁定中止执行。

该司法解释同时规定，当事
人达成以物抵债执行和解协议
的，人民法院不得依据该协议作
出以物抵债裁定。被执行人一
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
执行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
效法律文书，也可以就履行执行
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

《关于执行担保若干
问题的规定》

《关于执行担保若干问题的
规定》明确规定，执行担保是指
担保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三十一条规定，为担保被执行人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或
者部分义务，向人民法院提供的
担保。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执
行人的申请，直接裁定执行担保
财产或者保证人的财产，不得将
担保人变更、追加为被执行人。

该司法解释同时确立了“执
行担保期间”这一新制度，规定
担保期间自暂缓执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计算，担保书中没有记载
担保期间或者记载不明的，担保
期间为一年。申请执行人应当
在担保期间内对担保人主张权
利，否则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将得
以免除。

《仲裁裁决执行规定》
《仲裁裁决执行规定》对仲

裁裁决执行案件管辖进行了适
当调整，规定当执行案件符合基
层法院一审民商事案件级别管
辖受理范围，并经上级人民法院
批准后，可以由被执行人住所地
或者被执行财产所在地的基层
法院管辖。

同时，该司法解释明确赋予
了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的权
利。为防止被执行人滥用程序
权利阻碍仲裁裁决案件执行，司
法解释还列举了若干明显违背
诚实信用原则申请不予执行的
情形，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此类
申请不予支持。

这 3 个司法解释将于 2018
年3月1日开始施行。

最高法出台司法解
释明确执行和解、执行
担保和仲裁裁决执行相
关问题

担保财产
可直接裁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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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月 25 日电 25 日，随着
广西崇左市大新县监察委员会挂牌成立，
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各级监察委员会全部组建完成，
这标志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迈过关键性
节点。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
大政治体制改革，目的是为了加强党对反
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依法建立党统
一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机构，实现对所有行
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2016 年 11 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大幕

正式拉开。改革以北京、山西、浙江 3 省市
为首批试点，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党的十九大对深化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作出战略部署，提出将试点
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监
察委员会。2017 年 10 月 23 日，中央办公
厅印发《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试点方案》。随后，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在全国各地
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与地
方人大换届工作紧密衔接。

2018 年 2 月 11 日，青海省监察委员会
领导班子成员全部产生。全国省级监察
委员会全部成立；2 月 13 日，河北唐山市
监察委员会挂牌。全国市级监察委员会
全部完成组建；2 月 25 日，广西崇左市大
新县监察委员会揭牌。全国省、市、县三
级监察委员会全部组建完成。

全国各地改革试点工作的顺利推进，
为下一步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构建起国
家、省、市、县四级监察体系奠定了坚实基
础，一个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
的监督体系正在形成。

全国 个省区市
三级监察委全部产生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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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日
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对十八届中央书记
处书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
长杨晶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

经查，杨晶同志严重违反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廉洁纪律，
长期与不法企业主、不法社会人
员不当交往，为对方利用其职务
影响实施违法行为、谋取巨额私
利提供便利条件，其亲属收受对
方财物。在审查中，杨晶同志能
够认错、悔错。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
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
议审议，决定给予杨晶同志留党察
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降为正部
长级，按程序办理。

杨晶因严重
违纪受到留党察
看一年、行政撤
职处分

安邦集团原
董事长吴小晖被
提起公诉

新华社上海2月23日电 记
者 23日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
一分院获悉，近日，上海市人民
检察院第一分院依法对安邦保
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总经理吴小晖集资诈骗、职务侵
占案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对
苏树林、卢恩光、
王银成3案提起
公诉

据新华社电 最高检23日消
息，近日，上海、河南、福建检察
机关依法对中共福建省委原副
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原省长苏
树林涉嫌受贿、国有企业人员滥
用职权案，司法部原党组成员、
政治部原主任卢恩光涉嫌行贿、
单位行贿案，中国人民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
裁王银成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民政部 2月 23日就日前起草的儿童福利机构管理
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明确了5类儿童福利机构可以收
留抚养的未满18周岁儿童，包括：

①无法查明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
②父母死亡且没有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

人的；
③父母没有监护能力且没有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

的人的；
④经人民法院指定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
⑤法律规定其他应当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

收留抚养上述几类儿童时，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应当保存的
身份和相关证明材料，如：

接受弃婴时，属于被遗弃儿童的，应登记保存公安机关出具的
经相关程序确认查找不到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捡拾报案证明；

属于打拐解救儿童的，应登记保存公安机关出具的打拐解救儿
童临时照料通知书、DNA比对证明、暂时未查找到生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的证明及其他与儿童有关的材料。

为加强儿童福利机构的安全管理，征求意见稿规定儿童福利机
构应当落实岗位安全责任，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监控录像资料保存
期不少于3个月。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规定儿童福利机构对于8周岁以上儿童应当
安排儿童定期体检、免疫接种；对符合普通学校入学条件的儿童，应当
保障其依法接受义务教育。

针对留守老年人生活、安全风险问题——

意见提出，建立农村留守老年人信息台账与定期探
访制度，有条件的地区可建立留守老年人风险评估制
度，对风险等级高的留守老年人及时进行干预，实施关
爱救助。

针对留守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问题——

意见强调，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要经常看望问候
留守老年人，同时发挥村委会、为老服务组织、志愿
者等相关方面的综合力量，探索开展专业社
会工作服务，使留守老年人心理得到疏导、
孤独得到排解、精神得到慰藉。

针对农村留守老年人失能照护

问题——
意见进一步强调，加强农村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加大农村养老机构
和设施建设的力度，积极配合有
关部门来推进农村地区的医养结
合实践，为农村留守老年人在内
的广大农村老年人基本照护服务
扩大供给。

在 2 月 24 日举行的民政部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社会
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黄胜伟表示，日前，民政
部、公安部、司法部、全国老龄办等 9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

于加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的意见》，提出将
建立农村留守老年人信息台账与定期探访制度，尽

最大可能防范农村留守老年人的生活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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