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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

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破解执行难

44 名名老老赖赖迫迫于于压压力力履履行行协协议议

“有的时候明明知道被执行
人有钱，可就是找不到证据。”山
东东方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宋
百海说，有的人将存款存到亲友
名下，自己名下没有财产，但是
开着名车，过着优裕的生活。“当
事人提供不了证据证明被执行
人有财产，法院也不能强制执行
别人的财产，这就导致了执行
难。”宋百海说。

被执行人难寻，有的是被执
行人主观上逃避执行，有的是客
观上就没有固定的住所，生活处
于流离状态，再加之社会流动人
口的不断增加，更是给执行人员
的执法工作带来巨大挑战。

被执行财产难于处分，有的
被执行人不顾法院的执行公告、
扣押令，擅自处置应执行的财
产，有的被执行人谎称被执行财
产是不能强制执行的财产。“更
有甚者还暴力抗法，殴打执行人
员‘捍卫财产’，诸如此类的种种
行径使得执行人员不能依法执
行。”宋百海分析。

“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需
要相关部门的协助，才能真正使
案件得到切实执行，但是在实际
操作中却由于各种原因，执行协
助人怠于行使法律规定的协助
义务，也是执行人员的工作不能
正常开展的原因之一。”宋百海
说。

本报记者 王裕奎

多方面原因

造成执行难

近日，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召开了新闻发布
会，向新闻媒体公布了 20 名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之前公布的
10 人中，已经有 4 人迫于压力履行协议。此前，日照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外公布首批 54 名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之所以公布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是因为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众多的
执行难问题。

佳乐家，隶属山东潍坊百货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以经营食品、日
用品为主，是集购物、休闲、餐饮、娱
乐于一体的大型卖场连锁机构。企
业现有门店 33 家，总营业面积 40

万平方米，网点布及潍坊、青岛、烟
台、泰安、滨州及日照地区，是山东
省消费者满意单位、山东省服务名
牌、全国百强大卖场连锁企业。

五莲店是佳乐家日照地区第
一家、山东省第三十三家分店，位
于五莲县城富强路与文化路交叉
口向东 100 米，位置优越，交通便

利。五莲店采用国际上最先进、最
具发展潜力的大卖场业态，营业面
积 13500 平方米。卖场主营“菜篮
子”食品和居民日用品，包括“特、
全、新、优”商品，所有商品均为“统
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管理、统一
规范服务”的连锁经营模式，旨在
为消费者打造放心安全的食品。场
外休闲区带给顾客轻松惬意、悠闲
自在的生活感受。五莲店店堂装饰
独具风格，购物氛围热烈，环境舒
适优雅，服务设施一应俱全，是佳
乐家为五莲居民奉献的一处理想

购物场所。
五莲店将秉承佳乐家“创品质

生活、谋员工福祉、尽社会责任”的
企业使命，努力奉行“引导消费时
尚、创造美好生活”的经营理念，坚
持贯彻“一站购物、一次购足、实惠
便利、品质保证”的经营特色，竭诚
为顾客提供优质、丰富、实惠的商
品，满足顾客衣食住行之需。

佳乐家，愿为促进消费文明的
不断进步而努力！

佳乐家，愿成为您购物休闲的
美好欢乐之家！

热热烈烈祝祝贺贺潍潍坊坊百百货货佳佳乐乐家家超超市市五五莲莲店店盛盛大大开开业业

随着圣诞节落下欢乐
的帷幕，中国新春随之而
至。为了迎接新年以及 2014

年世界杯，东风悦达起亚隆
重推出“‘福’暖新春 梦

‘起’世界杯”活动，以惊喜
好礼，继续制造“感动”，与
消费者一起祈福新年。

“福”暖新春，福气相
随：2014 年 1 月 1 日~1 月 31

日期间，东风悦达起亚将为
所有到店的客户送上满满
福气，试驾的客户都将获赠
起亚新年“福”筒，红包、春
联和“福”字贴一个也不少！

梦“起”世界杯，起亚送
好礼：2014 年 1 月 1 日~1 月
3 1 日，作为 2 0 1 4 年巴西世
界杯的赞助商，起亚将邀请

所有消费者一起关注巴西
世界杯，共享激情与梦想。
活动期间成功购车的所有
客户，都有机会参与抽奖，
赢取世界杯吉祥物、世界杯
官方足球、纪念金币等精彩
好礼。

2 0 1 3 年是东风悦达起
亚顾客感动年，为了提升顾
客满意度，企业进行了周密
部署：围绕“关爱有‘家’”的
服务口号，企业在今年搭建
起了由关怀服务、责任服
务、信赖服务组成的创新服
务平台。并通过该平台，为
消费者带来了“+1 ”服务、上
门服务、车友公益支援等系
列感动项目。同时，率先试
行“汽车三包”，全面提升旗

下车型的保修期。并通过与
保险品牌强强联合，为消费
者打造更加超值、便利的保
险服务。在领先服务的支持
下，企业 1-11 月以 1 6% 的
同比增长，累计完成销售
4 9 . 8 万台，距离年终 5 2 万
销售目标仅一步之遥。

2014 年，东风悦达起亚
将延续“顾客感动年”主题，
通过顾客价值提升、产品价
值提升和品牌价值提升三
大块，再次深化革新，将销
售目标将提升至 6 3 万台，
进一步赢取顾客感动。

现在，就关注“‘福’暖
新春梦‘起’世界杯”活动，
和东风悦达起亚一起祈福
新春，玩转巴西世界杯！

““东东风风悦悦达达起起亚亚好好礼礼贺贺新新年年““福福””暖暖新新春春

梦梦““起起””世世界界杯杯

本报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周涛 胡科刚

家住日照街道的王先生
2011 年经朋友介绍，到日照一
小区做建筑工作。“我对日照
鸿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熟
悉，刚开始不想干，但朋友一
直劝我，说工资发的很及时。”
王先生告诉记者，打消疑虑
后，他找了 12 个工友，一起去
工地。“他们说干完后先给 90%

的工资，过年时再给剩下的。”

王先生说，干完活，公司欠 4 万
多工资，每次去讨要工资，公
司都是一拖再拖。期间他也找
人社局帮忙要过，但也是无果
而终。最后，王先生把公司告
上了法院。

经法院调解，公司一共给
了他们 3 万多。“我今年 52 岁
了，还得在工地上干体力活，
自己也不会什么高级技术，只

能干这个养家糊口。现在公司
还欠 8000 多元钱。”王先生说。

“我们公司被住建委注销
了，欠的钱早就还清了，谁胡
说八道说我们欠钱的？”当记
者拨通中院公布的欠款 320 万
元的日照鸿泰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负责人电话时，他这样
说。

“这个单位是资不抵债，能

拍卖的东西我们都拍卖完了，
并将拍卖所得发放给了申请执
行人。”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执行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据了解，近年来，虽然执
行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但当事
人故意逃避执行的现象仍然
存在，规避执行的手段愈发多
样，“人难找，财产难寻”成为
制约执行工作的突出问题。

“有些被执行人是‘皮包公
司’，没有固定资产，有的多年未
参加工商年检，其企业资格并未
灭失，也未破产，但公司无财产
可供执行。”市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局工作人员周涛介绍，法院可
以依职权查找被执行人的有关
财产，但有些被执行人没有这些

财产，加之申请执行人缺少抵御
风险的意识，不能在起诉前或诉
讼中及时保全对方的财产，执行
中又不能够提供被执行人的财
产线索，造成了这类被执行人的
案件执行起来困难。

“执行难主要集中在银行借
贷领域，有的公司没有财产，有

的有财产不足以清偿。”开发区
人民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王婷
说，比如 100 万的执行标的额，
去拍卖时，只是兑现了六七十
万，剩余的欠款执行起来就比较
困难。“我们只执行本人名下的
财产，有的单位在诉讼过程中，
就重新开了账户，将名下的财产

转移出去了。”王婷介绍。
据了解，一些老赖为规避执

行东躲西藏玩失踪，致使法院无
法查明下落。对此日照市加大对
规避执行、暴力抗法者的打击力
度，2013 年，全市共拘留 322 人，
罚款 79 人次 243 万，追究刑事责
任 1 人，限制出境 3 人。

近日，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行局在全市范围内挑选了一
批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案件作
为第一批失信被执行人，报送纳
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库，该名单库平台在网络中
对公众开放。

“同时我们还要将信息及时
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
等通报，相关单位在政府采购、

招标投标、融资信贷、资质认定
等方面，对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
戒。”王婷说，同时将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向征信机构通报，并由征
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

“在我们公布首批 10 名失
信被执行人后，已经有 4 人迫于
执行压力履行了义务或签订了
分期还款协议，收到了良好的法
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开发区法

院副院长盛坚介绍。
去年 8 月 1 日，东港区法院

启用“执行司法查控系统”,依托
信息化制约规避执行行为。通过
该系统,法官足不出户,便可摸清
被执行人在 9 家银行的财产状
况。查到财产后,法官立刻启动执
行快速反应机制,向银行发出协
助冻结存款通知书,第一时间将
被执行人存款冻结,保障案件能

够顺利执行。
在 2012 年，五莲县人民法

院执行局就开始探索实行悬赏
举报机制：制定了悬赏举报执行
机制运行办法。2013 年，共对 41

名被执行人进行社会悬赏查找，
接到群众来信来电 21 次，对 18

名被执行人采取了强制措施，拘
留 13 人，执行到位 136 万元，17

件积案得到顺利执行。

案例 拖欠民工工资，两年没还清

难点 公司转移财产，老赖玩失踪

探索 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法院公布失信被执行人。 本报记者 王裕奎 摄

律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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