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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泰安安执执结结大大批批““钉钉子子案案””““骨骨头头案案””
上半年，受理执行案件15204件，执结案件11881件，执行到位金额24 . 69亿元

119名员工申请执行山东某工

业装备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

酬纠纷案

基本案情：山东某工业装备有限公司
因经营困难，拖欠于某某等119人劳动报酬
300余万元。于某某等119名公司员工将该
公司诉至法院。岱岳区人民法院查明案情
后依法判决该公司承担支付劳动报酬的义
务。判决生效后，山东某工业装备有限公司
未按判决书履行还款义务，于某某等人申
请强制执行。执行法官多方查找被执行人
山东某工业装备有限公司财产线索，但因
该公司涉及多起经济纠纷，其名下房产、土
地等财产均已被查封保全，无财产可供执
行。后经过对执行线索逐一排查，岱岳区人
民法院依法扣划了泰安市岱岳区山口镇某
村委会退还被执行人山东某工业装备有限
公司的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款。后执行
法官多次组织119名职工代表与山东某工
业装备有限公司协商，沟通案情，最终促成
双方当事人达成了付款协议，并将案款及
时过付给对方当事人，本案圆满执结。

典型意义：本案中被执行人涉及多起经
济纠纷，其房产、土地等财产均已被查封保
全，无财产可供执行。为消除申请执行人对
法院执行工作不了解而产生的不信任感，增
加公开、透明度，执行法官邀请职工代表全
程见证执行，职工代表亲身感受到执行工作
的辛苦，积极提供执行线索，最终发现被执
行人的部分补偿款未冻结。本案历时三年，
几经波折，在执行法官锲而不舍的努力下，
119名职工终于拿到期盼已久的“血汗钱”，
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李某某申请执行汪某劳务

纠纷案

基本案情：李某某受雇于汪某从事秸
秆粉碎工作，操作中卷入粉碎机，右上身
也被惯性卷入受伤。入院诊断为右上肢右
肩及右胸部机器绞伤，共住院88天。后经
肥城市人民法院审理，判决被告汪某赔偿
原告李某某共计20余万元。案件进入执行
程序后，被执行人汪某拒不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肥城市人民法院依法对
其采取司法拘留十五日，拘留期间，被执
行人家属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且
一次性履行完毕。

典型意义：本案被执行人家庭经济条
件虽一般，但无其他欠债。法院传唤被执
行人汪某后，其态度较差，面对执行法官
的明理释法和良言相劝均以无钱为由拒
绝偿还债务。面对这种情况，法院依法对
其采取司法拘留，在拘留所里，面对失去
自由的现状，汪某反思自己的行为，悔过
自新后主动联系家属履行相关义务。该案
例警示所有被执行人要依法配合法院执
行，任何挑战司法权威和法律底线的行
为，都将受到法律制裁。

刘某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案

基本案情：申请执行人徐某与被执
行人刘某返还原物纠纷一案，2016年8
月，新泰市人民法院做出民事判决，判
决刘某返还徐某车辆及赔偿车辆停运
损失。判决生效后，因刘某拒不返还车
辆，徐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中，
执行法官依法向刘某送达了执行通知
书等手续，刘某以“涉案车辆被他人开
走，不能返还”为由拒绝还车，其行为涉
嫌构成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申请人徐
某依法向新泰市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
诉，请求依法追究刘某拒不执行法院判

决罪的刑事责任。2018年3月，新泰市人
民法院对刘某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一
案依法做出判决，认为刘某对人民法院
的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拒不交
付法律文书执行交付的财物，致使判决
无法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拒不
执行法院判决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宣判后，申请执行人提出上诉，经审
理，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是我市法院判决的
首例拒执罪自诉案件，对拒执罪的追究、
审判起到了示范作用，有力维护了司法
权威。为此后同类执行案件的申请人提
起自诉维护权益提供了参考和指导。

孙某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案

基本案情：2013年3月，肥城市人民法
院判决被告人孙某偿还王某借款本金人
民币20万元及相应利息。判决生效后，孙
某一直拒不履行法院判决。执行立案后，
法院强制执行了被告人孙某财产156030
元，并查封其名下房产。孙某以变卖房产
归还借款为由申请法院对房屋解封，后
又无偿将该房屋赠与其女儿，并到山东
省肥城市公证处予以公证。执行人员多
次要求被告人孙某履行剩余的款项，被
告人孙某拒不履行，致使生效判决无法
执行。肥城市人民法院依法将案件移送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肥城市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经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孙某
对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有能
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
构成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被告人孙某
能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系
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鉴于被告人孙某
已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赔偿义务，
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

典型意义：被执行人具有履行能力，
恶意拖欠，转移财产，致使判决无法履
行，情节严重，构成拒不执行法院判决
罪，法院将其犯罪线索依法移交公安机
关启动刑事追究程序，并依法定罪判刑。

被执行人无力赔偿导致

“执行不能”

基本案情：申请执行人焦某
与被执行人焦某某均系泰山区

省庄镇某村村民，两人因浇地问题发
生纠纷，焦某某将焦某打伤，后经法医
鉴定为轻微伤。泰山区人民法院作出
判决，判令焦某某赔偿焦某医疗费、误
工费等共计1 . 6万元。判决生效后，被执
行人焦某某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焦某申请法院执行。案件进入
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立即对被执行
人焦某某的财产进行了线上查控和线
下调查，未发现焦某某名下存款、车辆、
房产和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后经法
院依法搜查，也未发现可供执行财产。
经了解，焦某某的妻子身患重病丧失
劳动能力，家中还有年过八旬的母亲
需要赡养，焦某某收入仅够维持生计。
在执行期间，焦某某又一度因农忙摔
伤导致肋骨骨裂、腿骨骨折，暂时失去
劳动能力。考虑到焦某某确实无可供
执行的财产且生活困难，案件属于“执
行不能”，法院依法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典型意义：“执行不能”是指在案
件的执行过程中，由于被执行人客观
上确实无财产可供执行，经执行法院
穷尽手段仍不能执行的案件。与“执行
难”不同的是，“执行难”是有财产可供
执行，但一时无法执行到位；而“执行
不能”是由于客观原因案件根本无法
按照执行依据执行到位。本案中，泰山
区法院虽采取强制措施，但焦某某确
实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且家庭生活较为
困难，导致本案执行不能，所以法院依
法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本报泰安7月11日讯 (记者
王坤 ) 7月11日，泰安市法院决
胜基本解决执行难新闻发布会在
泰安中院举行，通报了泰安市法
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
发布了“基本解决执行难”典型案
例。记者了解到，2018年1-6月份，
泰 安 市 法 院 共 受 理 执 行 案 件
15204件，执结案件11881件，执行
到位金额24 . 69亿元。

“执行难是长期制约人民法院
工作发展的老大难问题，生效法律
文书得不到及时执行，损害的不仅
仅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人民法院
的司法公信力，更是对社会公平正
义和诚实守信底线的公然挑战。”泰
安中院执行局局长王树杰介绍说。

近年来，泰安市法院围绕“努
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贯彻
最高法院“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
决执行难”的部署要求，强化措施，
加强执行规范化、执行信息化建
设，加大执行工作力度，泰安市法
院执行工作取得了新的发展进步。
2018年1-6月份，全市法院共受理
执行案件15204件，执结案件11881
件，执行到位金额24 . 69亿元。

据介绍，两级法院高度重视，将
“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作为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民心工程”、法院“一
把手工程”，全力以赴推动工作落
实。执行局按照总体任务目标和第
三方评估指标体系,制定了详细具
体的工作清单，将任务分解细化、挂
图作战，层层签订责任书，立下军令
状，切实压紧压实责任。坚持每天一
调度、每周一点评、每月一通报，强
化压力传导，以责任落实推动工作
落实。今年以来，两级法院共召开各
类执行调度会133次，研究疑难复杂
案件325件，成功执结167件，指导化
解信访老案57件。

强化与相关联动单位的协作
配合，切实加大对规避、抗拒执行
行为的惩戒力度，加大对被执行

人为企业法人的财产调查力度，
依法用足、用活、用好法律规定的
强制措施，强化悬赏、律师调查令
等措施适用，进一步织密“一处失
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网。市
法院协调市委政法委、市财政局
建立了每年30万元的专项执行救
助基金。不断加强与公安机关、检
察机关的沟通协调，今年以来，公
安机关协助法院查找被执行人
113人次、协助扣押车辆47辆次，
司法拘留705人，追究拒执罪5案5
人，执行联动机制进一步彰显。

记者了解到，两级法院统筹人
员力量，先后组织开展了“假日执
行”、“凌晨出击”、“专项执行攻坚”、
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等活动148次，
一大批“钉子案”“骨头案”有效执
结。今年上半年，共发布失信被执行
人3489例，506人主动履行义务或与
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推行网
络司法拍卖，今年以来已网拍868
件，成交197件，成交总额4 . 54亿元，
为当事人节约佣金2029万元。积极
稳妥推进“执转破”工作，截至目前，
已有16件案件移送破产程序，立案
14件，执行结案141件。

“基层法院工作发展不平衡；
个别质效指标不够理想，仍有改进
提升空间；有部分长期未结积案、
骨头案没有执结到位；自觉履行生
效裁判的社会氛围有待进一步形
成等。”泰安中院执行局局长王树
杰介绍说，接下来，我们将强化主
体责任和一把手工程，压紧压实责
任，对核心指标排名靠后及未结案
件较多的基层法院，加大督导问效
和考核问责力度，推动工作有效落
实。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高
标准对标对表第三方评估体系，认
真开展自评自估，着力补齐短板、
堵塞漏洞、巩固优势。推动形成解
决执行难的强大合力和浓厚氛围，
凝聚全社会尊重执行、协助执行的
共识，不断增进各界群众对执行工
作的理解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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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财

产致“执行不能”

基本案情：原告马某某与被
告李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岱岳区
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李某某偿还原告马
某某借款5万元及利息。法院判决生效
后，被告李某某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马某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法院未发现可供执行财
产及线索。后经被执行人所在村委调
查反馈，被执行人李某某无房屋，无其
他收入，目前在一建筑工地看家，无履
行债务能力。

典型意义：本案中，法院已穷尽执
行措施未发现被执行人有任何财产可
供执行，申请执行人也提供不出被执
行人任何有价值的财产线索，根据法
律规定只能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本案
也提醒广大市民，为保障自身合法权
益，对外借款时，要增强风险意识，全
面了解借款人还款能力。

案例三 案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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