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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川县法院：
惩戒机制让“老赖”主动履行

本报洛阳讯 近日，伊川县法院成功执
结一起排除妨害纠纷案件。

原告被告系同村村民，2014年 3月，被
告王某将自家的石料大量倾倒在原告家的
责任田中，造成原告无法耕种。经村委多
次调解无效后，原告将被告诉至法院，法院
依法判决被告在判决生效后15日内将原告
责任田中的石料清理干净。但是被告王某
未履行义务。今年2月，原告赵某申请法院
强制执行。

执行法官陈万宏分到该案后，第一时
间前往被执行人王某家中要求其清理石
料，但王某仍拒绝履行义务。之后，王某外
出打工，无法联系。按照法定程序，陈万宏
将王某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自开展“失信惩戒宣传月”以来，该院
四大举措重拳出击失信被执行人，一是在
广场等人口密集地区发送宣传页，加大执
行宣传力度，让群众理性认识执行难；二是
在广场大屏幕、公开栏、LED 电子屏等，曝
光“老赖”；三是在各个乡镇农村高密度、大
范围张贴失信人黑名单以及相关法律法
规；四是通过微信、微博等自媒体高频率传
播失信人黑名单，让更多的人传播扩散，强
化社会舆论。

近日，被执行人王某迫于失信人黑名单
的威力主动清理了石料，并联系执行法官将
其从失信人黑名单中删除。 （丁俊丽）

5 月 12 日，天还没
亮，洛阳市涧西区法院就开启
了集中抓捕“老赖”的专项行动。
行动由该院院长陈建春带队，出动
百余名执法人员，分5组集中开展执
行活动。经过近10个小时的集中执
行行动，该院共拘传12人、拘留7人，
迫于执行攻势的威慑，6 人主动到
案要求履行义务。当天共执结案
件6件，涉案标的百万余元。
张玮玮史翠玲 摄影报道

执行程序追加被执行人，意味
着直接在执行程序中确定由生效法

律文书列明的被执行人以外的人承担
执行中的实体责任，是对各方当事人、利

害关系人的实体和程序权利义务依法作出
的重大变更，是审判权在执行程序上的依法
扩张。但由于执行程序不同于审判程序而适
用非中立原则和效率优先，为保证追加被执
行人符合程序性规则，必须遵循法定主义
的原则，即仅限于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

明确规定的追加范围，既不能超出法定
情形进行追加，也不能直接引用实体

法裁定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有
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承担

执行责任进行追加。
现行法律和司法

解 释 并 无

关于在执行程序中可以追加被执行人的配
偶或原配偶为被执行人的规定。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
有关问题的通知也明确提出，未经审理，不
得要求由未举债的夫妻一方承担民事责
任。申请执行人以被执行人配偶或原配偶
应当承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为
由，请求追加被执行人的，因无民事诉讼法
及解释等程序性规定的依据，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申请人认为被执行人该债务应由夫
妻双方共同承担，可以另案起诉配偶一方，
由人民法院对配偶是否承担责任作出判决。

债权人为防止因财产在配偶一方名下
出现执行不能的风险，也可在开始起诉债权
人时，将配偶一方列为共同被告，并提供证
明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证据，由人民法院一
并判决。 （新安县法院 王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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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法院：
打好“五战”奋力攻坚

本报洛阳讯“百日执行攻坚”活动开
展以来，洛阳市高新区法院执行局深入谋
划全局，全面打好五类战斗，向基本解决执
行难发起总攻。一是打好“计划战”。将活
动方案、执行攻坚时间路线图向每一位执
行干警分发学习，并制成海报悬挂于执行
指挥中心，谋篇布局，稳扎稳打，步步为
营。二是打好“信息战”。召开执行案件
研判会议，将所有执行案件按照活动方案
确定的方法逐一分门别类，摸清底数，排
出先后突破顺序和期限，知己知彼，百战
不殆。三是打好“装备战”。执行系统查
控和执行线索报告双管齐下。探索“执行
应急联动机制”，在提高当事人提供执行
线索的便捷性、主动性、准确性的同时，提
升法院执行线索的收集和捕捉能力。四
是打好“突击战”。集中清查一批打击条
件成熟的“老赖”，集中优势兵力对一批

“老赖”进行“围剿”。五是打好“舆论
战”。开通微信公众号“洛阳高新法院执
行局”，搭建“老赖”曝光和执行互动“掌上
平台”，定期曝光失信人员名单，即时发布
执行动态，畅通警民互动渠道。 （金 珂）

高新区法院：
多举措助力执行攻坚

本报洛阳讯 执行攻坚进入决胜年以
来，洛阳市高新区法院执行局总结经验，探索
构建了“执行应急联动机制”，助力执行攻坚。

一是设立“即时执行线索报告热线”，及
时收集案件当事人提供的即时执行线索；二
是探索涉及执行线索提供指南，向每一位执
行案件申请人送达，提高其提供线索的主动
性、有效性、可靠性、及时性；三是由该院执
行局局长黄涛担任执行应急联动指挥长，
及时调动各方力量，确保行动迅速、有
序、准确；四是协调院法警队派驻专
人和执行干警组成应急实施小组，
确保行动执行力、威慑力。

该机制大大提高了执行
线索的收集及捕捉能力，
将有效破解线索捕捉难
顽疾。（金珂）

本报洛阳讯 5 月 15 日，当事人将一面
印有“执法如山 剑胆琴心”字样的锦旗送
到了洛阳市吉利区法院执行员陶良良的
手中。

原来，洛阳市一名工程师和妻子相继去
世，他们的四个子女因房产继承等问题发生
矛盾，并最终闹到法院。法院经审理，依法
判决被告弟弟妹妹应给原告哥哥姐姐 36.73
万元。被告弟弟和妹妹不服，上诉到洛阳市
中级法院，上诉期间，上诉人撤回了上诉，判
决于今年1月12日生效。

判决生效后，被告未履行义务，哥哥姐

姐遂于今年4月9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
行过程中，执行干警陶良良认真审阅案卷，
发现被执行人持有洛阳某公司每股 3 元多
的10万股股份，遂于4月25日给该公司送达
了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该公司将被执行人
名下的所有股份予以变卖或回购。被执行
人得知后害怕自己的利益受损，于 5 月 3 日
主动将款项36.73万元送到法院。案件执结
后，陶良良还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亲情教育，
告诉他们，亲情才是父母留下的最好遗产，
打开了兄弟姐妹的心结，于是出现了文章开
头的一幕。 （李向前李佳艺）

孟津县法院：
周末，和“老赖”有个约会

本报洛阳讯 5 月 12 日凌晨 5 时，孟津
县法院执行局全体执行干警集合完毕，该
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国强担任行动总指
挥，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朱建华参与一线
执行，并邀请了 3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现
场全程监督执行过程，县电视台对此次行
动进行了全程跟踪报道。为什么这么大
阵势？因为这个周末，该院的执行干警和

“老赖”有个约会。
5 时 45 分，执行干警来到被执行人李

某家中，被执行人母亲谎称李某不在家，但
执行干警敏锐地发现其中一间房门紧闭，
感觉事情有蹊跷，便突然出声喊被执行人
的名字。果不其然，睡梦中的李某迷迷糊
糊地回应，执行干警立马打开屋门，将睡眼
惺忪的被执行人李某强制带回，最终李某
因拒不履行被依法拘留15日。

截至当日 11 时，该院执行干警共辗转
5 个乡镇，拘传“老赖”5 人，拘留 1 人，执行
和解 3件，沿途送达执行文书、张贴“老赖”
大头贴和《联合通告》17份。 （石超凡）

偃师市法院：
巧打组合拳 破解执行难

本报洛阳讯“宋法官，我把全部执行款都
送过来了，今天能不能把我从失信黑名单中
删除了？”5月9日上午11时，偃师市法院执行
局办公室内，一名迫于曝光压力的被执行人
主动送来了执行款。

据了解，2010年白某在经营猪场期间，陆
续从侯某处拉走价值 2.5万元的猪饲料，并出
具欠条，后侯某多次催要无果起诉至法院。
2012 年，该院依法判决白某支付侯某饲料款
2.5万元，但白某一直未履行义务。2013年，侯
某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执行干警多次
寻找白某未果。

今年 5 月 9 日上午，被执行人主动送来了
执行款。原来，白某常年在外务工，偶尔回家
却看到大门上贴满了法院的传票，街坊四邻的
议论也让他无地自容，压力之下，便出现了文
章开头的一幕。

据悉，自 4 月 25 日以来，已有 4 名被执行
人迫于压力主动到法院履行了义务。（张军营）

新安县法院：
多措并举集中清理积案

本报洛阳讯 自5月1日至8月10日，新安
县法院组织开展“百日执行攻坚”专项活动，进
一步加大工作力度，集中清理积案，全面推进
执行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维护了人民群
众的合法权益。

5 月 8 日，该院召开动员会，对“百日执行
攻坚”专项活动进行安排部署。该院主抓执行
的副院长李世憬要求执行干警认清形势，提高
站位，扎实开展好“百日执行攻坚”专项活动；
重视信息化应用，利用信息化带来的便利提高
效率加强管理；提升格局，形成合力，重点突
破，确保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执行
局负责人贾雷对前一段执行进行了总结，并要
求执行干警在执行攻坚战中，快速化解执行案
件，一是对被执行人有财产的，用足执行强制
措施，坚决执行到位，缩短办案周期，执结一
批。二是对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依法终结
本次执行程序，终本一批。三是符合执转破条
件的案件，移送中级法院审查，进入破产程序，
终结一批。四是对小标的案件，被执行人困难
无履行能力的，用执行救助专户基金救助一
批。同时要求，全体执行干警一定要转变
思路，尽职尽责；与媒体合作，加大
舆论宣传，让百姓对法院的执
行攻坚活动看得见、摸得
着，确保“百日执行攻
坚”专项活动取得
实效。（刘晓东)

能否追加被执行人配偶
为被执行人？

亲情亲情才是父母留下的最好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