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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
宁 海 的 尤 某 是 做 投 资 经 营

的，对资金的需求特别大。2013
年6月6日，尤某夫妇向当地一家
银行申请了 360 万元的可循环授
信额度，并以夫妻共有的一套别
墅作为抵押担保。但之后，尤某
的公司因经营不善等原因陷入困
境，而这笔 360 万元的贷款到期
时，尤某夫妇已无力按期归还。

2015年11月
银行虽多次追讨这笔贷款，

尤某夫妇以各种理由拖欠，无奈
之下，银行只得将尤某夫妇起诉
至法院。2015年 11月，当地法院

对此案作出判决，尤某夫妇立即
归 还 借 款 本 息 等 共 计 380 余 万
元。若逾期未还，银行有权拍
卖、变卖尤某夫妇为这笔借款作
抵押的房产，所得价款有优先受
偿权。判决生效后，银行正式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进入执行程序后，宁海法院
决定依法拍卖尤某夫妇名下的这
套涉案房产。为此，执行法官两
次上门告知尤某，责令其立即腾
空该房产，履行司法义务。但尤
某始终置若罔闻，拒不配合。

2018年5月
一边拖欠银行 380 余万元债

务近 3 年，一边赖在本应腾退的
大别墅里不肯腾挪，尤某与法院
打起“太极拳”。更为恶劣的是，
面对执行干警的多次上门执行，
尤某态度嚣张地阻挠执行工作，
并以言语威胁执行人员，甚至将
法院贴在别墅上的封条撕掉，其
举动堪称疯狂。

2018 年 5 月，宁海法院采取
强硬措施，以尤某拒不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为由，依
法对其司法拘留15日。

尽管如此，尤某依然摆出一
副强硬到底的态度应对法院，企
图逃避法律义务。

2018年12月20日
这天，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

第 35期“决胜执行难”全媒体直
播活动聚焦我市法院的执行工
作，其中重点就是宁海法院对尤
某夫妇名下的这套别墅的强制腾
退行动。

当天中午，强制腾退执行正
式开始，宁海法院的执行人员迅
速进入现场。他们在公证员的见
证下，对屋内的财产进行分类登
记，严格按照程序对涉案别墅进
行腾退。执行非常顺利，在经过

3 个多小时的工作后，强制腾房
于当天下午 3 点半全部结束。之
后，执行人员给别墅贴了封条、
上了锁，完成全部必须程序后才
离开现场。

但万万没想到，当天傍晚 6
点左右，宁海法院的执行人员就
得到一个消息：被执行人尤某偷
偷回到了已经被腾空的房屋，正
在私自撬锁，企图强行进入。

这是对司法权威赤裸裸的挑
战，面对被执行人的嚣张气焰，
宁海法院执行局备勤组立即作出
强硬反应：在 10分钟内迅速组织
了 20余名执行干警赶往现场，同
时，火速联系公安，要求依法协
助处置。

到达现场后，执行人员发现
房屋门口一片狼藉，原本大门上
张贴的法院封条已经被撕毁丢弃
在一旁，腾房后换上的新锁和挂
锁也被暴力砸开。大门敞开，屋
内因电源被断一片漆黑。

“在二楼！”眼尖的执行人员
在二楼的窗户边看到了正在观察
情况的被执行人尤某。

执行人员分成两路从房屋前
后两端包抄，慢慢靠近大门。冲
进屋里后，发现被执行人尤某手
持榔头，情绪激动，态度嚣张。
他们立即向尤某喊话，责令其停
止违法活动。就在此时，尤某突
然举起榔头将客厅里的一只鱼缸
砸得粉碎，以此宣泄自己的不
满。之后，他拎着榔头跑上二
楼，同时放出狠话威胁执行人员。

为尽快制伏被执行人，保证
所有在场人员的安全，三名年轻
干警自告奋勇，他们手持盾牌冲
上楼梯，发力将被执行人手中的
榔头夺下并将其制伏。

宁海法院立即对尤某处以司
法拘留 15日，并以其涉嫌犯有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移送公安
机关进一步侦查。

2019年4月
宁海县检察院以尤某犯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向宁海法院提
起公诉。一个月后，宁海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这起刑事案。

2019年8月
宁海县人民法院经审理于今

年 7 月作出判决：被告人尤某拒
不腾空房产等行为致使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内容无法执行，属于
对人民法院的判决有能力执行而
拒不执行，情节严重，鉴于被告
人尤某在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
事实，结清欠款，以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从轻判处尤某有期徒
刑八个月。

2019 年 8 月，对尤某的判决
正式生效。
（宁海法院、市中院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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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镇海区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促进当事人自动履行助力
执源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在全国率先建立自动
履行正向激励机制。按照 《意
见》，对于自动履行法院判决义
务的当事人，法院将给予一定形
式的“奖励”：依法给予减免案
件受理费，法院可出具自动履行
证明，发布诚信履行名单，并将
名单推送至工商、金融及征信部
门建立诚信履行“名单库”，使
其获得更好的社会信用评价。

镇海法院为什么要探索建立
这样一个自动履行正向激励机
制？我们用一个现实的案例加以
说明。该院曾审理一起民间借贷
案，经过法院的调解，双方当事
人就借款的归还达成协议：借款
人须在 33 个月内分期偿还全部
债务。在不少类似案件中，经常
出现借款人违反协议承诺，企图
逃避债务的情况。但这个当事人
没有食言，他按月足额交付执行
款，终于在规定期限内跑完了这
趟特殊的还款“马拉松”。之
后，这个原以为无债可一身轻的
当事人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情
况，他向银行申请贷款被拒绝，
而银行的理由是，他曾有过被执
行记录，至今没有消除。为此，
这个当事人就想让法院提供一个
自己已履行完毕的证明，以获得
银行的信任。平心而论，这个当
事人所提的要求并不过分。而
且，从情理上说，他自动履行法
律义务应该获得肯定，在他履行
法律义务后，银行仍以其曾有过

被执行记录为由拒绝其贷款申请
就显得比较勉强。也就是说，在
对待如何履行法院的判决义务这
一问题，如果自动履行与被强制
执行、各种“老赖”行为完全不
加区别，就很难说公平，也无法
消除一些当事人的侥幸心理，无
形中会增加执行难度，损害法律
尊严。

如今，各级法院将“切实解
决执行难”作为工作重点，要解
决执行难，就必须根据不断出现
的新情况、新现象进行探索，积
极创新执行手段，出台各种富有
成效的措施。镇海法院推出的这
项促进当事人自动履行助力执源
治理的措施，通过完善制度和服
务措施，着力解决一些当事人

（被执行人） 所担心的在自动履
行后仍可能遭遇权益受限的实际
问题，以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从而激发他们自动履行法律义务
的主动性，并因此获得更好的社
会信用评价。

作为一种创新性的探索，镇
海法院建立的这个自动履行正向
激励机制，不仅可提升当事人自
动履行法院判决的积极性，从源
头上减少进入执行环节的案件数
量，真正将执行力量集中到切实
解决疑难复杂案件上，对“切实
解决执行难”具有看得见的实际
效益，更为重要的是，它所体现
的让守法、守信者获利的原则，
彰显了司法的公平正义这一基本
理念，对营建崇尚法律的社会氛
围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具有重
要的推广价值。

我们期待法院推出更多具有
积极意义的创新措施。

用制度鼓励当事人
自动履行判决义务

近日，宁波海事法院收到一笔
6 万元的罚款和 2 万元的船舶评估
费，付款人为象山县石浦镇林某。

三年前，顾某因船舶物料等欠
款纠纷被刘某诉至宁波海事法院，
顾某所属的“浙象渔 76023”船被

法院限制处分，之后，此案当事人
达成和解协议，法院依法解除了限
制处分措施。由于顾某未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义务，刘某向该院申请强
制 执 行 ， 要 求 扣 押 “ 浙 象 渔
76023”船。

当法院依法去扣押该船时，却
发现“浙象渔 76023”船不见了踪
影。承办法官几经周折找到顾某，
他称该船舶因债务纠纷被案外人林
某拖走，至今不知下落。

去年 6月，海事法院在象山进
行大执行活动，经多方追寻找到林
某，遂要求其交出船舶。经法院多
次施压，一个月后，林某交出一条
标 有 “ 浙 象 渔 76023” 字 样 的 渔
船。此后，法院主持调解，顾某、
林某同意就双方的债务纠纷另行协
商解决，同时，顾某同意拍卖自己
所属的这条船舶，法院因此启动评
估拍卖程序。就在此时，船主顾某
突然提出异议，称林某交给法院的
这 条 船 并 非 真 正 的 “ 浙 象 渔
76023”，而是一条“三无”船舶。
为此，船舶拍卖程序被迫中止。

但林某坚称所交船舶就是原
船，为确定林某所交船舶究竟是否
为原船，法院联系了渔政站工作人
员上船鉴别，结论是与原船不符。
之后，法官又从相关债权人及顾某
处得知，原船已被林某开回石浦

港，法院立即与象山县海洋与渔业
行政执法大队联系，并派人赶赴石
浦找到了原船，经多方确认后，当
即扣押了该船。

原来，林某交给法院的确实是
一艘“假船”，是其临时花 11万元
买来的“三无”船舶，并私自刷上
船号，企图蒙混过关，“真船”已
在两年前被其以 30 万元的价格卖
到了福建。获悉法院正在追查事情
真相后，林某又不得不花近 50 万
元将“真船”赎回并拖到象山石浦
港。鉴于林某原先交出的船舶非

“浙象渔 76023”原船，且一再谎
称为原船，严重影响了法院执行工
作，法院决定，对林某作出罚款 6
万元、并由其承担船舶第一次评估
费的处罚措施。

海事法院的法官表示，林某与
顾某之间的债务纠纷本应通过合法
途径解决，但他强行将顾某的船舶
拖走贱卖，后又不得不花更多的钱
重新买回，并因此受到司法处罚，
真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

（王舜毕）

弄来假船充真船 偷鸡不成蚀了米

今年年初的一天，阿松驾驶一
辆重型自卸货车上路，途中为避让
路边逆向停靠的一辆小轿车，阿松
猛打方向盘，将车开到了左侧道路
上逆向行驶。此时，年仅五岁的小
燕从左侧道路边另一辆违停车辆后
方跑出来，阿松来不及刹车，货车
一头撞上了小燕并造成碾压，小燕
当场死亡。

交警部门认定，阿松驾驶严重
超载机动车上路，驶经复杂路段思想
麻痹，车速偏快，遇情况措施不及，

小燕在没有监护人带领的情况下，突
然跑动横穿马路，阿松和小燕父母应
承担本次事故的同等责任。

两辆违停车车主阿志、阿民，
因在道路上违法逆向停放车辆影响
其他车辆的行驶，其行为违反了

《道交法》“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
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路边停车应当紧靠道路右侧，机
动车驾驶人员不得离车”等规定，
也被认定须各自承担事故的次要责
任。

由于此案的几方当事人对赔偿
金额未能达成一致，死者小燕的父
母将三个责任人阿松、阿志、阿民
及相关保险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
赔偿。经过法院调解，此案最终达
成协议：肇事方投保的保险公司赔
付死者家属40余万元，两违停车辆
投保的保险公司各赔付25万余元。

近年来，因车辆违停引发纠纷
时有发生。违法停车不仅可能带来
罚单，还隐藏着重大的安全隐患，
甚至危及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余

姚法院审理的这起涉及违停车辆的
人身财产赔偿案，应引起所有驾驶
人高度关注。车辆停靠是整个驾驶
过程的一部分，规范行车固然重
要，规范停车同样重要，这不仅是
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

（陈文铮）

货车肇事撞倒路人 违停车辆承担次责

攻坚执行难是法院的工作
重点，最近两年，我市两级法
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和
部署，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对

“老赖”逃避执行、抗拒执行
的违法犯罪行为采取了一系列
行之有效的行动，一批“老
赖”受到查处，被迫履行法律
义务。

尤某以各种手段抗拒法院
执行，对这起剧情堪比电影的
事件作一个详细勾勒，就会发
现，其无视法律和司法权威，
顶风作案的过程，实际上也是
把自己送上不归路的过程。

在法治建设越来越完善的
今天，所有企图挑战司法权威
者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尤某案
就是一个极好的反面典型。

8月 8日，超强台风“利奇马”袭击浙江。就在这天夜里，慈溪
市人民法院的 45 名执行干警兵分三路，奔赴周边的 17 个乡镇 （街
道） 31个村 （社区），开展了一次突击执行行动。经过近 8个小时的
连续行动，共抓获被执行人 18人，3起案件当场执行完毕，5起案件
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共执行到位金额41.85万元。

①执行人员搜寻出躲藏在屋内的老赖。
②当场依法对一名“老赖”实施拘留。 （慈溪法院 供稿）

台风夜，抓获“老赖”18个

法律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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