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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州中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局：
为依法打击规避执行、抗拒执行行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

益，提升司法公信力，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现将《关于敦促
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依法打击规避和抗拒执行人员的通告》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时上报省法
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

特此通知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人民检察院 青海省公安厅

2018年5月9日

关于印发《关于敦促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依法
打击规避和抗拒执行人员的通告》的通知

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是国家意志的体
现，具有国家强制力，当事人必须履行。被执
行人不履行生效裁判，损害了法律尊严和司
法权威，破坏了法律保护的社会秩序，必将受
到法律制裁。为依法打击规避执行、抗拒执
行行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提升司法公信
力，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青海省高级人民

法院、青海省人民检察院、
青海省公安厅现敦促各被
执行人依法主动履行人民
法院生效裁判确定的义
务，特发布本通告:

一、即日起，全省各级
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和

司法解释规定，开展集中打击拒执违法犯罪
行为专项集中行动。

二、即日起，凡负有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
判确定义务的被执行人，应当在2018年6月8
日前主动到人民法院如实申报财产，依法履
行义务，接受、配合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不得
规避、妨碍、抗拒执行。逾期未履行并具有拒

绝申报财产、虚假申报财产，隐匿、转移、毁
损、非法处置查封财产、人为设置障碍等妨害
执行情节的，将视情节采取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入境、罚款、拘留
等制裁措施；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三、对规避执行、抗拒执行致债权人遭受
重大损失，或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行，聚
众哄闹、冲击执行现场等违法犯罪行为，公安
机关将以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或
妨害公务罪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审查后依法
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将依法判处刑罚，严肃追
究被执行人或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四、对规避执行、逃避执行的被执行人，
人民法院将会依法采取网络查控、住所搜查、
强制审计等执行措施；对规避执行、逃避执行
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嫌疑人，人民法院将会
同公安机关以及有关部门依法采取住所搜
查、联合惩戒、上网追逃等措施。

五、申请执行人应积极提供被执行人财

产线索，并充分行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赋予的提起刑事自诉的权利，最
大限度的保护自身利益。

六、鼓励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规避和抗拒
执行人员线索、财产线索等相关信息。接受
举报的机关对举报人的个人信息予以严格保
密。

在此严厉敦促：所有应当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义务而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的被执
行人，应主动向债权人或者自觉到执行法院
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否则，
将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特此通告。
2018年5月9日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举报
电话:0971-6165333
青海省人民法院诉讼服务热线
电话:0971-12368

关于敦促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依法打击规避和抗拒执行人员的通告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青海省人民检察
院及青海省公安厅联合发布《关于敦促被执
行人主动履行义务依法打击规避和抗拒执行
人员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后，西宁市中
级人民法院强化大局意识，牢固树立一盘棋
思想，积极加强与公安、检察机关的联动，按
照职责分工狠抓依法打击规避执行、抗拒执
行行为工作任务，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
落实到位，确保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
战。

一、认真摸排“规避、抗拒”执行案件线
索。对 5 月 10 日未结执行案件进行全面摸
排，重点摸排：1、逾期未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
判确定义务并具有拒绝申报财产、虚假申报
财产，隐匿、转移、毁损、非法处置查封财
产、人为设置障碍等妨害执行的案件；2、因
规避执行、抗拒执行致债权人遭受重大损
失，或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行的案件。

根据摸排情况建立打击拒执违法犯罪行为
专项集中行动案件台账，及时向公安机关
移送案件线索。

二、做好《通告》精神解释工作。针对未
结执行案件，逐案向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
分别发送《关于敦促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
依法打击规避和抗拒执行人员的通告》。一
方面，动员申请执行人积极提供被执行人财
产线索，并充分行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赋予的提起刑事自诉的权利，最
大限度的保护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对被执行
人进行释法明理，讲清楚不依法履责的严重
后果，督促其自觉履行义务。

三、开展集中打击活动。6 月 8 日后，根
据打击拒执违法犯罪行为专项集中行动案件
台账，适时开展集中执行活动。1、对逾期未
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确定义务并具有拒绝

申报财产、虚假申报财产，隐匿、转移、毁损、
非法处置查封财产、人为设置障碍等妨害执
行的采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
费、限制出入境、罚款、拘留等制裁措施；情节
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对
规避执行、抗拒执行致债权人遭受重大损失，
或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行，聚众哄闹、冲
击执行现场等违法犯罪行为移送公安机关，
以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或妨害公
务罪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审查后依法提起公
诉，人民法院将依法判处刑罚，严肃追究被执
行人或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3、对规避执
行、逃避执行的被执行人，市法院将依法采取
网络查控、住所搜查、强制审计等执行措施；
对规避执行、逃避执行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
嫌疑人，将会同公安机关以及有关部门依法
采取住所搜查、联合惩戒、上网追逃等措施。

四、加大《通告》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

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及新媒体向社会广泛宣
传《通 告》精 神 ，并 通 过 设 立 举 报 电 话 ：
0971-4119753，推行“悬赏执行”制度，鼓励广
大群众了解积极举报规避和抗拒执行人员线
索、财产线索等相关信息，使规避和抗拒执行
人员身无处藏、财无处匿，切实维护当事人合
法权益。

根据省高院、省检察院及省公安厅联合
发布《关于敦促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依法
打击规避和抗拒执行人员的通告》精神，西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敦促凡负有履行人民法院生
效裁判确定义务的被执行人，应当在2018年
6月8日前主动到人民法院如实申报财产，依
法履行义务，接受、配合人民法院执行工作，
不得规避、妨碍、抗拒执行。逾期将视情节采
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限制
出入境、罚款、拘留等制裁措施；情节严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西宁法院积极行动落实《通告》精神 依法打击规避执行 抗拒执行行为

灯泡急需队友支持捍卫主场
NBA西部决赛第二场 今日 09:00 火箭VS勇士 CCTV5

第三场：5月20日 08:30 骑士VS凯尔特人
第四场：5月22日 08:30 骑士VS凯尔特人
第五场：5月24日 08:30 凯尔特人VS骑士（如有需要）
第六场：5月26日 08:30 骑士VS凯尔特人（如有需要）
第七场：5月28日 08:30 凯尔特人VS骑士（如有需要）

NBA东部决赛剩余赛程
（均为北京时间，主队在前）

第二场：5月17日 09:00 火箭VS勇士
第三场：5月21日 08:00勇士VS火箭
第四场：5月23日 09:00勇士VS火箭
第五场：5月25日 09:00火箭VS勇士（如有需要）
第六场：5月27日 09:00勇士VS火箭（如有需要）
第七场：5月29日 09:00火箭VS勇士（如有需要）

NBA西部决赛剩余赛程
（均为北京时间，主队在前）

新华社华盛顿5月15日电（记者
王集旻）在15日进行的美职篮东部决
赛第二场比赛中，詹姆斯一人砍下42
分，却仍然无法帮助克利夫兰骑士队
战胜坚韧不拔的波士顿凯尔特人队，
最终骑士以94：107落败，总比分也以
0：2落后。

凯尔特人虽然没有像詹姆斯那样
突出的球星，但是得分比较均匀，先发
五虎得分全部上双，其中后卫杰伦·布
朗拿到23分，罗齐尔18分，中锋霍福德
得到15分和10个篮板。新秀塔图姆和

前锋莫里斯分别拿到11分和12
分。在球队历史上，“绿衫军”季
后赛在2：0领先的情况下都获得
了最终的胜利。

骑士方面，詹姆斯除了42分
入账，还有 12 次助攻和 10 个篮
板的表现。在骑士第一节获得
的 27 分当中，有 21 分来自詹姆

斯。球队第二号得分手勒夫拿到22分
和15个篮板，表现也算正常。但骑士
除了詹皇和勒夫，另外三位先发乔治·
希尔、J.R.史密斯和汤普森表现异常低
迷，三人加起来才得了11分，骑士整个
赛季得分点不多的毛病依然未能解决。

骑士上半场结束时以55：48领先，
但下半场凯尔特人打了骑士一个 59：
39，一举反超比分。另外，骑士整场比
赛失误多达15次。

双方第三场比赛将移师克利夫
兰，时间是19日。

新华社华盛顿5月15日电 2018
年 NBA 选秀抽签结果 15 日晚出炉。
本赛季常规赛战绩垫底的菲尼克斯太
阳队获得状元签，这也是太阳队史首
次获得状元签位。第二、第三顺位分别
由萨克拉门托国王以及亚特兰大老鹰
获得，而常规赛联盟排名倒数第二的孟
菲斯灰熊仅获得第四顺位。独行侠、魔
术和公牛则得到了 5 到 7 顺位的选秀
权。另外，由于此前的球员与选秀签位
交易，正在征战东部决赛的骑士队获得

了原本属于布鲁克林篮网的签位——
第八顺位。

本次选秀大会云集了众多优质新
秀，亚利桑那大学的德安德烈·艾顿、
得克萨斯大学的穆罕默德·班巴和来
自斯洛文尼亚的东契奇等都是状元签
的热门人选。不过，也不排除手握状
元签的太阳交易签位，从而得到明星
球员加盟的可能性。按照此前公布的
日程，2018年NBA选秀大会将于美国
当地时间6月21日进行。

菲尼克斯太阳队首获状元签

詹姆斯詹姆斯4242分骑士仍落败分骑士仍落败
凯尔特人主场两连胜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
间5月17日，勇士与火箭的
西部决赛第二场将继续在
火箭主场进行，火箭能否守
住这个主场，将系列赛大比
分追平？勇士能否继续拿
出强势表现，带着2：0领先
的大比分返回金州？

西部决赛首场比赛，火箭制定了极具针对性的
进攻策略，詹姆斯·哈登疯狂进攻斯蒂芬·库里这一
点，同时利用对手无限换防的机会频繁拉开单打。
最终，哈登拿下40+高分，其中有26分是通过单打得
到的，这26分中有13分是在库里身上拿下的。但是，
哈登、保罗的单打秀无法带动起火箭全队，卡佩拉表
现中规中矩，火箭外线射手群集体哑火，哈登之外火
箭其他人三分球28投只有8中，之前场均能送出3.3
次三分助攻的哈登这一场没有1次三分助攻。

无论是哈登、保罗还是麦克·德安东尼都认为
火箭的打法没有问题，因为这是他们一整个赛季都
在坚持的打法，他们常规赛就是单打最多的球队。
问题是，面对勇士高强度的防守，火箭这种打法缺
少变化。第二场比赛，火箭会对打法进行调整减少
单打吗？埃里克·戈登是否能成为球队第三持球
点？火箭的外线三分能投开吗？

勇士这边，杜兰特首场比赛表现无可挑剔，其
单打不输哈登，勇士全队需要调整的地方不多。唯
一的悬念是，库里在火箭主防三分的策略面前是否
能找回三分手感？

哈登在第一场狂轰41分，他的单打几乎无解，

火箭频繁给哈登制造错位进攻的机会，瞄准库里这
一点打。库里虽然只得到18分，三分球被封杀，但
他的突破非常犀利，而且几次上篮都是面对哈登防
守。第二场比赛两人会上演怎样的对手戏？

火箭能不能赢球，关键不仅在于灯泡组合的发
挥，还在于外线射手群。首场比赛，阿里扎、塔克、
巴莫特、莱恩·安德森三分球合计11投1中，这四人
的哑火对于火箭伤害很大。若火箭想要击败勇士，
这四个射手必须得有至少两人发挥。

从历史数据看，火箭和勇士交手224次，火箭
赢了123次胜率占优势。但是，本赛季两队已经交
手4次，双方打成2：2平。另外，过去20次交手，火
箭仅仅赢了5次而已。两队过去11次在季后赛交
手，火箭只赢了2场。

谈到球队饱受诟病的进攻打法，哈登说：“不会
改变，我们只是需要做得更好一些……我们看了录
像，我们要打得更强硬一些。”主教练德安东尼也做
出了回应：“（他们说）我们唯一做的事就是拉开单
打，不，并非如此，那只是我们最擅长的领域……他
们还说我们不传球，只是站在那儿。真的吗？你真
的看过我们的82场比赛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