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让声明
南阳龙鹏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豫

RT0013 车原车主田德永 （身份证号
412901196205130599） 经营权中途转让
给 新 车 主 王 成 （身 份 证 号
411303198104211013）。 特此声明。

《南都晨报》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公开发行的都市报，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41-0104。 凡在本报刊登的遗失声明、公告等信息均具有法律效力。

分类广告刊登热线：
63505000

分 类 广 告

敬告： 使用本报分类信息
请供求双方认真核实有关证
明材料，签订有效法律合同。

遗失声明
●郑月英、 尹先敏遗失南阳市恩大商务酒

店 16 楼 A09、A10、A12、C01、C02、C03、B07、
B10、B11 号房认购协议书及交款收据（共计金
额 1386000 元）。 声明作废。

●沈恩芬不慎将教育佳苑 B—401 室购
房收据（大修基金、契税等）遗失 ,收据号
0022239，金额 10980 元；收据号 0557412，金
额 11470 元；收据号 015799，金额 6240 元。 声
明作废。

●冯金顺不慎将教育佳苑 B 一 301 室购房
收据（收据号 0033304，金额 100000 元）遗失。声
明作废。

●南阳宝骏货物运输有限公司豫 RH1573
营运证丢失。 声明作废。

征婚
女方情况：城区公务员，财务人员，研究

生学历，身高 162 厘米，短婚有一孩，漂亮大
方。 希望男方 30 至 40 岁之间， 大专以上学
历，有无婚史均可，有稳定收入，南阳城区工
作，有家庭责任心，诚实可靠，性格随和。联系
电话：19913776290（微信同号）。

红蚂蚁搬家保洁
联系电话：61100559

13838721761
（微信同号）

【高考升学指导】
一对一科学升学指

导，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
根据家长的愿景，推荐适
合学生升学方案，不用出
国留学，也能读名校。 手
机/微信：17513595666

0377开锁 20元
电话：17103770377
加好友 (微信同号 )
早8时至晚8时

遗失声明
●张林全不慎将教育佳苑 A 栋-

2903 室购房款收据（收据号 1208959，金
额 407371.0 元）遗失。 声明作废。

北京法律服务
南阳办事处
为你垫支诉讼费，律师

费，执行费。
2.收购置换各种死帐，

呆帐，执行不了的判决书。
3.不胜诉不收钱。 电话

18838602030

规范执行 加强监督制约，破解执行失范
在实践中， 有司法人员过

度采取执行措施， 还有的选择
性执行甚至乱执行……这些执
行失范问题， 严重影响司法公
信力。

草案明确， 民事强制执行
应当公平、合理、适当，兼顾各
方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
权益， 不得超过实现执行目的
所需的必要限度。 草案同时规
定，被执行人为未成年人的，人
民法院不得将其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

“一些地方执行措施比较
激进， 不当限制被执行人人格
权。 ”孟强表示，执行人员应稳
妥区分无力履行和拒不履行，
厘清债务人财产和他人财产等
情况， 把握强制执行措施的

“度”。 草案突出“善意文明执
行”的立法理念，确保执行工作
既实现公平正义， 又平衡保护
各方合法权益。

为进一步解决消极执行、
乱执行等执行失范问题， 草案
还规定了当事人、 利害关系人

可以就人民法院未实施应当实
施的执行行为提出申请的制度
和人民法院的自行纠正制度。

“这有助于引导执行申请
人积极行使权利保护自身权
益， 加强对法院执行工作的监
督，督促法院及时正确履职。 ”
谢鸿飞说。

草案同时规定，经当事人、
利害关系人申请， 人民检察院
认为同级或者下级人民法院的
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 应当
实施执行行为而未实施或者在
执行中作出的其他生效裁定、
决定确有错误，需要纠正的，应
当提出检察建议。

肖建国建议， 进一步完善
强制执行救济制度， 为执行参
与人提供充分的救济程序。 比
如，对于严重消极执行行为，除
了执行机构自行纠正、 上级法
院执行监督、检察机关监督外，
还有必要赋予当事人、 利害关
系人申请提级管辖等权利。

（新华社记者 白阳 罗沙
齐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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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老赖” 明确法律依据，加大震慑力度
“老赖” 现象影响司

法权威、 损害社会诚信，
群众对此深恶痛绝。近年
来，失信联合惩戒制度成
为我国诚信建设一大亮
点。此次提请审议的民事
强制执行法草案，通过立
法明确对“老赖”的惩戒
措施，让其切身体会“一
处失信、处处受限”。

草案明确，被执行人
不履行执行依据确定义
务的，人民法院可以禁止
其进行高消费及非生活
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
费，可以限制其出境。

草案还明确了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措施
的适用条件，包括：有证据
证明被执行人有履行能
力而拒不履行执行依据
确定的义务；以虚假诉讼、

虚假仲裁、虚假公证或者
以隐匿、转移、毁损财产等
方法逃避履行执行依据
确定的义务；违反限制消
费令进行消费等行为。 有
上述行为之一的，人民法
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
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
学研究所民法室主任谢
鸿飞表示，随着单位及自
然人的财产情况日趋复
杂，逃避执行的手段更加
多样。制定专门的民事强
制执行法，有助于解决执
行实践中存在的适用法
律问题，为人民法院严格
规范公正文明办理执行
案件提供充分法律依据，
为民事主体实现权利提
供更有力的法律保障。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
院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
孟强表示， 草案明确法
院可以视情节轻重对失
信被执行人予以罚款、
拘留或者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将进一步加强法
律的震慑力， 对失信被
执行人形成有效约束。

“被执行人之所以敢
无视生效法律文书，逃避
执行甚至公然对抗执行，
深层原因是逃债赖债的
违法成本过低、社会信用
机制失灵、执行威慑机制
缺失。 ”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教授肖建国认为，草
案大幅提升背德失信者
的道德、 经济和法律成
本，挤压被执行人的逃债
空间，将对失信被执行人
产生有效威慑。

打赢了官司，却依然拿不到“真金白银”？ 申请强制执行，却遭遇司法人员“磨洋工”？ 6 月 21 日，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
常委会会议审议，为切实解决执行难提供专门立法保障。 从明确对“老赖”的惩戒措施，到强化对执行权的监督制约，草案针对当前执行领域
难点痛点，推动建立健全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执行难的长效机制。

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惩戒“老赖”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形成合力 明确协助义务，建立律师调查令制度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

“老赖”为了逃避执行花招
百出。 破解执行领域的人
难找、物难查等问题，需要
有关部门以及社会各界
充分配合，形成合力。

民事强制执行法草
案明确，执行中，有关组
织和个人应当根据人民
法院的通知，协助实施调
查被执行人及有关人员
的财产、身份信息；查找
被执行人、 被拘传人、被
拘留人；查封、划拨、限制
消费、 限制出境等事项。
负有协助执行义务的有
关国家机关或者其他承
担社会管理职能、提供社
会公共服务的组织与人

民法院之间应当建立信
息化网络协助执行机制。

谢鸿飞表示，明确各
方面配合执行工作的法
定义务，有助于实现执行
信息及时共享，提高执行
的效率和准确性。

草案还规定，人民法
院通过网络信息平台无
法查询的某项财产信息，
申请执行人通过委托律
师客观上无法自行调取
的，可以委托律师向人民
法院申请调查令。

肖建国表示，律师调
查令本质上是一种司法
领域的授权调查法律关
系，有法院公权力作为后
盾支持，具有一定的强制

性效力。 这一制度有助于
减轻法院执行部门“案多
人少”的工作压力，强化
当事人在强制执行中的
主体地位。

为了进一步强化被
执行人报告财产义务，草
案明确了报告财产令制
度，规定被执行人收到法
院发出的报告财产令后，
应当于指定的日期亲自
到场报告。

孟强建议， 尽快完
善财产权登记制度，实
现登记和查询电子化、
联网化； 审判机关应充
分了解执行领域相关疑
难问题， 让判决更具可
执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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