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民生案件执行问题

涉农民工工资交通事故赔偿等实行“三优先”

谈到涉民生案件的执行问题时，吴

偕林表示，“涉民生案件的执行， 一直是

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重点， 也是执行攻

坚的一个难点。 ”吴偕林以福建法院为例

介绍，法院对涉及农民工工资、交通事故

赔偿等民生案件的执行开辟绿色通道，

实行“三优先”———优先立案、优先执行、

优先发放执行款。

吴偕林介绍，2018年， 福建省法院直

接受理民生案件3.3万余件， 执行到位金

额达到12.67亿元， 其中涉及农民工工资

发放的案件达3.6亿元，惠及1.8万余人。

吴偕林表示，下一步还要继续强化涉

民生案件的执行，坚定守护好民生保障的

法治防线， 坚持兜牢基本的民生底线，让

更多的真金白银落入人民群众的口袋，

“让人民群众在执行工作当中有满满的获

得感和暖暖的幸福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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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等有关负责人就“攻坚基本解决执行难”答记者问

《强制执行法》争取年底向人大提交

信息时报讯 （特派北京记者 蔡

晓素 张玉琴 黄艳 何小敏 ）

昨日下

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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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基本解决执

行难’”回答记者提问。

刘贵祥介绍，《强制执行法》已经

被列入立法计划，争取在今年年底向

全国人大提交。 针对“老赖”问题，刘

贵祥表示，这几年，已有 1000 多万人

纳入失信名单，接下来要依法用足用

活强制执行手段、纳入失信名单联合

信用惩戒、运用“立、审、执”的衔接机

制，立体打击教科书式“老赖”。

关于完善强制执行的立法体系

正起草《强制执行法》 探索制定个人破产制度

“目前，在有些地区、有些方面执

行难依然存在，甚至还比较突出。 ”刘

贵祥介绍， 执行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 在信息化建设上， 暂时无法做到

“一网打尽”，在联合信用惩戒上，有很

多联合信用惩戒部门没有进行这方面

的网络化对接， 以至于实施效果不理

想。此外，法院内部依然存在选择性执

行、消极执行、乱执行的现象，还存在

作风不正甚至违法违纪的现象， 严重

影响司法公信力， 影响人民群众对司

法的信任和信心。“我们还有许多历史

性的案件没有彻底消化干净， 必须咬

定‘切实解决执行难； 这个目标不放

松、不懈怠、不动摇，必须持续发力，必

须持续真抓实干， 迎难而上， 久久为

功。 ”

刘贵祥表示， 目前法院已经制定

了 5 年的工作纲要，从执行体制改革、

执行模式改革到整个信息化升级换代

等方面做了一个全面的部署， 有关方

面正在着手制定从源头治理执行难的

一些方案和意见。 人民法院也将采取

措施， 进一步提高执行队伍的综合素

养， 改变目前执行队伍的综合素养不

能完全适应执行需要的情况。此外，还

要推进完善强制执行的立法体系，“目

前，《强制执行法》 已经被列入立法计

划，争取在今年年底向全国人大提交。

同时， 还要完善和强制执行密切相关

的企业破产制度， 探索制定个人破产

制度等。 ”

打好我军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落实攻坚战 确保如期完成国防和军队建设目标任务

习近平指出，全军要深入把握党中央

决心意图， 落实军委军事工作会议部署，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工作，坚决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习近平强调，军政军民团结是我们

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军队要积极支

援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勇于承担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做

好定点帮扶贫困村、贫困群众工作。 中

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好退役军人安

置、伤病残军人移交、随军家属就业、军

人子女入学等工作，配合做好军队全面

停止有偿服务下篇文章，共同把强军事

业推向前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

主席许其亮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

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升民参

加会议。

二是强化诉讼活动法律监督，维护司法

公正公信。 深化刑事诉讼监督，重视民

事诉讼监督，加强行政诉讼监督，依法

查办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尊重和保

障律师执业权利； 三是依法开拓公益

诉讼， 履行公益保护崇高使命。 树立

双赢多赢共赢理念， 把诉前实现维护

公益目的作为最佳状态， 将提起诉讼

做成生动法治课， 用法律手段捍卫英

烈尊严； 四是提升检察监督能力， 适

应新时代更高更严要求。 坚持把党的

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推进内设机构系

统性、 重构性改革， 深化司法体制改

革， 创新推进业务建设， 坚持严管就

是厚爱； 五是接受人民监督， 确保检

察权规范运行。

张军说， 做好2019年检察工作，最

根本的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最关键的是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最要紧的是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 一是把握“稳进”这个

大局， 依法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二是把握“落实”这个重心，推进重

大部署落地生根；三是把握“提升”这个

目标，新时代检察工作要有新气象新作

为。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艾

力更·依明巴海主持会议。 会议开始时，

艾力更·依明巴海说， 十三届全国人大

代表现有2975名。 3月11日，全国人大代

表王敏刚因病去世。 让我们以大会的名

义对王敏刚代表的不幸去世表示哀悼。

会议应出席代表2974人，出席2948

人，缺席26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大会执行主席于伟国、 马逢国、王

光亚、王建军、车俊、巴音朝鲁、石泰峰、

刘家义、刘赐贵、孙志刚、杜家毫、李飞、

李玉妹、李伟、李纪恒、吴玉良、何毅亭、

张庆伟、张轩、胡和平、骆惠宁、高虎城、

彭清华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各媒体聚焦报道一年来广东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

神、传达学习贯彻总书记这次全国两会

期间重要讲话精神、推进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等主要情况，全面反映了我省代表

委员履职风采和全省各地各部门学习

贯彻落实情况，营造了浓厚热烈的舆论

氛围。

李希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和媒体融合

发展的重要论述，抓紧抓实抓好媒体融

合发展， 加大对媒体发展的支持力度，

着力培养引进全媒型、专家型领军人才

和团队， 推出更多高质量的融媒产品，

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努力为广东实

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当好“两个重

要窗口”创造良好舆论环境。

省领导傅华参加活动。

徐林 岳宗

李希马兴瑞李玉妹王荣看望我省参加全国两会报道的新闻工作者

三要完善惠企利民政策，让在粤台胞台企

更好参与广东建设、共享广东发展红利。

李希强调， 要做好我省老区苏区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 一要做好老区苏区脱

贫攻坚工作，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实施到村到户到人的精准措施，高质量

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硬任务。 二要支

持老区苏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强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一村一品、 一镇一

业”发展特色产业，结合构建“一核一带

一区”区域发展格局，探索产业发展新

路，打牢产业基础。 三要进一步发掘保

护和利用好老区苏区红色资源，弘扬革

命精神， 提振全省人民干事创业精气

神，同时组织动员各方面力量，共同支

持参与老区苏区发展。

许志晖、 林水栖等代表在发言中表

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广东

发展实际，把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落

实到一项一项具体工作中，努力在营造

良好发展环境、 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方面取得更大成绩、

作出更大贡献。

徐林 岳宗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参加福建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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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失信者被执行人执行难

1000多万人纳入失信名单 打击教科书式“老赖”

针对“老赖”问题，刘贵祥表示，教科

书式的这种老赖， 社会上都是深恶痛绝

的。 要依法用足用活强制执行手段、纳入

失信名单联合信用惩戒、运用“立、审、执”

的衔接机制。

刘贵祥介绍，通过打击拒执罪，判了

1.3万人。 对不履行法律义务、 符合条件

的，司法拘留了50.6万人，还有限制出境

措施，这3年有3.4万人。“此外，还联合信用惩

戒， 纳入失信名单， 从实行失信名单制度以

来，纳入失信名单的有1000多万人”。

刘贵祥表示， 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措

施，运用“立、审、执”的衔接机制，解决一

些利用关联公司和股东关系隐匿转移财

产、逃避执行的情况以及姊妹公司之间互

相转移财产，股东花着企业法人的钱就像

花自己的钱一样的情况。

“怎么通过‘立、审、执’的有效衔接？

解决这个问题， 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

《公司法》第20条有个滥用法人人格，承担

连带责任这种制度，要充分发挥这种功能

作用，使他承担连带责任。另外，还要充分

有效利用多种查控手段，比如说对企业的

审计。总而言之，充分利用各种手段，查找

他的财产线索，以达到有效的打击规避执

行、逃避执行行为的效果。 ”刘贵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