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3
有钱不还 被判刑九个月

基本案情：被执行人有 200 余万元的收
入，却拒不履行 21 万元的法定义务，进入刑
事追责程序后全部履行到位，被判处有期徒
刑九个月

典型意义：被执行人郭金欣有钱不还，不
履行生效判决，被司法拘留后，仍不悔改，继
续对抗执行，情节严重，依法应当以涉嫌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刑事责任。

案例2
挪钱款 被判刑一年

基本案情：被执行人与申请人协
商后，将房产解封出售，但将所得款项
挪作他用，导致判决无法执行，被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

典型意义：被执行人王开峰本应
将房屋出售所得款项用于履行生效判
决确定的义务，但其将款项用于其他
开支，导致判决无法执行，属于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的行为，情节严重，应追
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案例1
拆房屋 被判刑一年

基本案情：被执行人拒不履行判决确定的返
还房屋义务，擅自将标的物拆毁，导致判决无法
执行，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典型意义：被执行人孙才恩的行为表明其抗
拒执行的主观故意明显，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社
会危害性较大，依法应予惩戒。该判例警示所有
被执行人要依法配合执行，任何人试图挑战司法
权威和法律底线，都将受到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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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类“老赖”坐班房
——从典型案例看赖账的下场

最高人民法院21日发布了10个依法惩处拒执罪典型案例。从案件类型上看，有7件属于构成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有2件属于构成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的，有1件属于构成妨害公务罪。

案例10
抢记录 被判刑一年半

基本案情：被执行人采取暴力
手段抗拒执行，并抢走执法记录
仪，造成恶劣影响，被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六个月。

典型意义：任何人以暴力、威
胁的方式故意阻碍执行人员执行
公务的，都有可能构成妨害公务
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被执行
人李殿军对执行人员以刀相向，抢
走执法记录仪，暴力抗法，触犯刑
律，受到制裁，任何企图以暴力方
式抗拒执行者均应引以为戒。

据新华社

案例9
拒交变卖款
被判刑十个月

基本案情：被执行人法定代
表人擅自将法院查封的财产变
卖，且拒不交出变卖款，被判处
有期徒刑十个月

典型意义：非法处置查封、
扣押、冻结的财产罪是指隐藏、
转移、变卖、故意毁损已被司法
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情
节严重的行为。这种行为是针
对已由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或其
他限制处分权的执行措施的财
产所为，势必妨害生效裁判的执
行。被执行人冯家礼符合非法
处置查封的财产罪的犯罪构成，
应受到依法惩处。

案例7
卖查封财产 被判刑一年半

基本案情：被执行人擅自转卖已查封
的财产，导致判决无法执行，进入刑事追
责程序后仍拒不履行，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六个月。

典型意义：本案被执行人黄圣在财产
已经被查封情况下，擅自变卖，将所得款
项大部分隐匿、转移，被移送侦查起诉，进
入刑事追责程序后，仍拒不履行生效判决
确定的义务，最终被以非法处置查封的财
产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得到应有
的惩罚。

案例6
车借人 被判刑十个月

基本案情：被执行人以办年审手续为由，将扣押车辆借出后拒不交
还，致使案件无法执行，被抓获后履行了全部义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
月，缓刑一年。

典型意义：被执行人徐云峰采取欺骗的手段，将法院已扣押车辆借
故开走后隐匿起来，不仅侵害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在一定程
度上破坏了人民法院正常的执行秩序，情节严重，必须依法追究相应的
刑事责任。

基本案情：被执行人转移财产至其亲友名下逃避执行，被移送侦查后将全
部款项履行到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

典型意义：本案被执行人刘平采取隐匿、转移财产至其亲友名下的方式，逃
避损害赔偿义务，公安机关以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对刘平立案侦查
并将其抓获后，促使刘平履行了生效判决确定的赔偿义务，有效维护了申请执
行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案例88
逃十年 被判刑二年

基本案情：被执行人处置
名下财产后予以转移、隐匿，逃
避执行近十年，被立案侦查后
全部履行到位，最终被判处有
期徒刑二年，缓刑两年。

典型意义：本案被执行人
郝富荣作为事故车主，在其领
取保险理赔款后，携款隐匿行
踪，应认定为有能力执行而拒
不执行。郝富荣转移资产、逃
避执行时间长达十年，终究不
能逃脱法律对其应有的制裁。

案例4
转财产 拘役六个月

基本案情：被执行人转移名下存款并购置豪华汽车，不履行
判决义务，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全部履行到位，被判处拘役六个月。

典型意义：这是一起典型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被
执行人李超属于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符合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的构成要件。李超为其失信和抗拒执行行为付出
了应有的法律代价。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2020 日日，，国国
际足联召开特别执委会际足联召开特别执委会，，宣布特别选宣布特别选
举大会将在举大会将在 20162016年年 22月月 2626日举行日举行，，届届
时将选出国际足联新主席时将选出国际足联新主席。。

席间英国喜剧演员李席间英国喜剧演员李··尼尔森突尼尔森突
然闯入会场然闯入会场。。他先是挥舞着钞票走他先是挥舞着钞票走
向贪腐传闻缠身的国际足联主席布向贪腐传闻缠身的国际足联主席布
拉特拉特，，之后将一沓之后将一沓““美钞美钞””砸向布拉砸向布拉
特特，，纸币从空中散落纸币从空中散落，，布拉特则露出布拉特则露出
惊慌表情惊慌表情，，发布会就此中断发布会就此中断（（左图左图）。）。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拉萨现日晕景观拉萨现日晕景观
这是这是 77月月 2121日在拉萨上空拍摄的日晕景象日在拉萨上空拍摄的日晕景象（（下图下图）。）。
当日当日 1111 时许至时许至 1414 时时 3030 分左右分左右，，拉萨上空出现日晕景拉萨上空出现日晕景

象象，，吸引市民和游客驻足观望吸引市民和游客驻足观望。。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杭州暴雨倾盆杭州暴雨倾盆 开启开启““看海看海””模式模式
77月月 2121日日，，在杭州环城东路上在杭州环城东路上，，熄火的车辆在等待救援熄火的车辆在等待救援((上图上图))。。
当日当日，，浙江杭州暴雨倾盆浙江杭州暴雨倾盆。。受瞬间强降雨的影响受瞬间强降雨的影响，，杭州市中心多个路段杭州市中心多个路段

被大水淹没被大水淹没，，给市民通行造成很大影响给市民通行造成很大影响。。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国际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足联主席布拉特
遭遭““美元美元雨雨””袭击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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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捷运刺伤4人嫌犯
为27岁失业男子

一失业郭姓男子20日晚间在台北捷运中山站持刀
刺伤4人。警方了解到，20日是嫌犯郭某的27岁生日。

捷运中山站 20日晚间 8时 58分，27岁的郭姓男子
携带水果刀由中山站出口 4 搭乘电扶梯进站，于搭乘
扶梯过程中分别刺伤 3女 1男，4名伤者随即送往马偕
医院治疗，目前皆已出院。

侦讯时，嫌犯郭某供称，自幼父母离异，母亲后过
世，自己长期失业，曾因吸毒被警方逮捕。日前他与同
住的阿姨吵架后离家出走，夜宿在台北市某公园内。
20日他在超市购买水果刀，到捷运站犯案。 据新华社

》》汽、柴油价格每升下调约2角

》》4月中旬以来全国猪肉价
格涨幅超17%

》》23 日“大暑”全年最热
注意避暑切毋贪凉

》》我国拟实行粮食质量安全
追溯制度和粮食召回制度

》》我国4Ｇ用户达2.25亿

》》沪深证券交易所发布抗
战胜利纪念日休市安排

》》新式武警作训鞋列装
“解放胶鞋”即将“退役”

》11年间三次被判死刑 湖南
湘潭一杀人案被告人曾爱
云重审获判无罪

》》埃及军方接收首批法国
“阵风”战斗机

》》俄投资家斥1亿美元资助
寻找外星生命

》》日本政府批准新版防卫
白皮书渲染“中国威胁”

均据新华社

我国科学家
首次发现“外尔费米子”

记者 21日从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获悉，由该所方忠
研究员等率领的科研团队首次发现了具有“手性”的电
子态——外尔费米子（Weyl 费米子）。这是国际上物
理学研究的一项重要科学突破，对“拓扑电子学”和“量
子计算机”等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该发现从理论预言到实验观测的全过程，都是由
我国科学家独立完成的。

科学家把基本粒子分为玻色子和费米子两大类，
费米子是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外尔费米子是德国科
学家威尔曼·外尔在 1929 年预言的。他提出，无“质
量”电子可以分为左旋和右旋两种不同“手性”，这种无
质量的电子被命名为“外尔费米子”。但 80 多年来科
学家们始终无法在实验中观测到这种粒子。据新华社

环保部：

公民发现环保部门不履职
可向监察机关举报

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记者 崔静）记者 21日
从环保部获悉，为切实保障公众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
的权利，环保部近日发布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
明确，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的，有权
向其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举报。

这是自新修订的环保法实施以来，首个对环境保
护公众参与做出专门规定的部门规章，将于今年 9月 1
日起正式施行。根据办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行为的，可以
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12369”环保举报热线、政
府网站等途径，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举报。

美国防部长
重申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 20 日重申美国对以色列的安
全承诺，表示美国将尽一切可能帮助以色列保卫自身
安全。

卡特当天与以色列国防部长亚阿隆会谈后在特拉
维夫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将继续向以
色列提供军援，明年以色列将成为中东地区唯一装备
F－35 战斗机的美国盟友，美国还将继续支持以色列
的“铁穹”火箭弹拦截系统等，并将动用最先进的海军、
空军装备及弹药帮助以色列保卫自身安全。

联合国安理会 20日一致通过决议，批准伊朗核问
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与伊朗
在维也纳达成的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据新华社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开业
据新华社上海7月21日电（记者 王立彬）财政部

部长楼继伟与上海市市长杨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简称金砖银行）行长卡马特 21 日在此间共同启动了
金砖银行，金砖银行正式开业。

金砖各成员国代表、金砖银行董事会和管理层成员、
金砖国家官员和驻华使节、国际机构代表、中国政府各有
关部门代表、上海市政府官员、中资金融机构和相关单位
代表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韩国谴责日本“防卫白皮书”
宣称拥有独岛主权

韩国外交部 21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日本在 2015
年度“防卫白皮书”中宣称拥有独岛（日本称“竹岛”）主
权。

声明说，日本政府在当天发布的 2015 年度“防卫
白皮书”中再次宣称拥有独岛主权，这是日本否认其帝
国主义侵略历史的行为。在二战结束 70 周年到来之
际，日本此举无异于告诉国际社会其仍未正确认识历
史。声明说，在韩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之际，日本的
这种挑衅行为只会让韩方原本希望借此契机改善韩日
关系的努力化为乌有。

日本政府在 21日发表的 2015年度“防卫白皮书”
中称独岛为日本领土。这是日本“防卫白皮书”自 2005
年起连续第 11年宣称对独岛拥有主权。

独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面积约 0.18平方公
里。韩国、朝鲜、日本都宣称对该岛拥有主权。目前韩
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 据新华社

案例5
移财产 被判刑十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