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案号 被执行人 执行法院 履行情况 失信行为情形 最新发布申 最新屏蔽审 最新撤销 发布状
1 (2020)川0422执605号 孙杰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10-19   发布
2 (2020)川0421执322号 谢晓梅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9-22   发布

3 (2020)川0421执676号 文天华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2-14   发布

4 (2020)川0421执258号 罗德印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8-17   发布
5 (2020)川0422执888号 解云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妨碍、抗拒执行 2020-11-17   发布
6 (2020)川0421执恢93号 黄光林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6-16   发布

7 (2020)川0421执704号 张世红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02   发布

8 (2020)川0421执74号 朱朝银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6-10   发布

9 (2020)川0422执913号 刘昌建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1-18   发布

10 (2020)川0403执166号 杨均奎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7-28   发布

11 (2020)川0421执恢353
号

陈文滔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0-29 2020-12-14  屏蔽

12
(2020)川0422执恢267
号

攀枝花市
森和工贸
有限责任
公司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

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 2020-11-23   发布
13 (2020)川0421执806号 张世红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02   发布

14 (2020)川0421执657号 胡庆云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2-03   发布

15 (2020)川0421执745号 杨磊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妨碍、抗拒执行 2020-12-11   发布
16 (2020)川0421执745号 何丽娟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妨碍、抗拒执行 2020-12-11   发布
17 (2020)川0421执887号 纳星梅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15   发布

18 (2020)川0421执887号 曾代祥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15   发布

19 (2020)川0403执46号 梁克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

行执行和解协议
2020-04-08   发布

20 (2020)川0421执847号 张世红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02   发布

21 (2020)川0421执750号 张世红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隐匿财产规避执行 2020-12-03   发布
22 (2020)川0422执159号 燕学利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5-28 2020-12-10  屏蔽
23 (2019)川0422执616号 王铭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6-10   发布
24 (2020)川0421执恢273

号
高瑾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8-03   发布

25 (2020)川0421执恢273
号

陈德全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8-03   发布

26 (2020)川0421执恢138
号

米易县辰
昊石业有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05-21   发布

27 (2019)川0422执880号 张国梁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9-01   发布
28 (2020)川0403执72号 刘万超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06-22   发布

29 (2020)川0421执742号 刘宇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28   发布

30 (2020)川0421执362号 蔡建龙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8-11   发布

31 (2020)川0421执735号 沙成来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22   发布

32 (2020)川0421执恢137
号

陈奇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9-22   发布

33 (2020)川0403执恢198
号

蒲汉林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9-23   发布

34 (2020)川0421执恢275
号

张安全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0-09   发布

35 (2020)川0421执恢275
号

林两贵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0-09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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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2020)川0421执恢356

号
罗帝伟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2-02   发布

37 (2020)川0421执840号 张世红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02   发布

38 (2020)川0421执611号 李顺华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2-17   发布

39 (2020)川0421执611号 王琼芳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2-17   发布

40 (2020)川0422执56号 王铭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06-10   发布

41 (2020)川0422执163号 周国辉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5-28   发布
42 (2020)川0421执恢19号

四川虹源
科技有限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06-04   发布

43 (2020)川0403执132号
成都合晟
达建筑工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5-29   发布

44 (2020)川0421执恢19号 陈宏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06-04   发布

45 (2020)川0421执646号 范世林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0-19   发布

46 (2020)川0403执611号 侯朝军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2-23   发布

47 (2020)川0403执611号
攀枝花利
鑫林工贸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2-23   发布

48 (2020)川0403执611号 黄应平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2-23   发布

49 (2020)川0422执828号 李智华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9-01   发布

50 (2020)川0422执828号 瞿伦菊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2-30   发布

51 (2020)川0403执42号 徐鹏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4-09   发布

52 (2020)川0422执恢278
号

兰华平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12-07   发布
53 (2020)川0421执299号 康兴富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9-15   发布

54 (2020)川0421执恢214
号

余凯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9-15   发布

55 (2020)川0403执恢196
号

韩锡洪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8-10   发布

56 (2020)川0421执恢94号 黄光林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9-11   发布

57 (2020)川0421执858号 张世红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02   发布

58 (2020)川0421执664号 张世红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02   发布

59 (2020)川0421执819号 张世红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02   发布

60 (2020)川0421执754号 曹淑琼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15   发布

61 (2020)川0421执754号 姜以刚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15   发布

62 (2020)川0421执754号
米易县远
达贸易有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15   发布

63 (2020)川0421执867号 李永龙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15   发布

64 (2020)川0421执867号 张抗美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15   发布

65 (2020)川0421执729号 陈文均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12-23   发布
66 (2020)川0421执恢194

号
吴昌富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9-15   发布

67 (2020)川0421执316号 卢平海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9-23   发布

68 (2020)川0421执316号 何娟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9-23   发布

69
(2020)川0403执恢141
号 付定辉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部分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

行执行和解协议
2020-07-21   发布

70 (2020)川0422执220号 颜嘉君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05-20 2020-09-22  屏蔽

71 (2020)川0422执恢194
号

张益鑫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2-07   发布

72 (2020)川0403执恢141
号

杨素芳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部分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7-21   发布

73 (2020)川0421执794号 张世红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03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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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2020)川0421执79号 吴万林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5-06   发布

75 (2020)川0421执79号 陈付琼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5-06   发布

76 (2020)川0422执788号 姜月祥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8-18   发布
77 (2020)川0422执恢158

号
吴洪燕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8-18   发布

78 (2020)川0422执恢158
号

汪玉涛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8-18   发布
79 (2020)川0422执恢158

号

攀枝花泓
兵钒镍有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8-18   发布

80 (2020)川0422执恢158
号

丁光杰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8-18   发布
81 (2020)川0422执恢158

号
田刚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8-18   发布

82 (2020)川0422执恢158
号

丁泓兵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8-18   发布
83 (2020)川0422执恢158

号
魏锋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8-18   发布

84 (2020)川0422执恢158
号

王磊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8-18   发布
85 (2020)川0422执恢240

号
李献祥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9-16   发布

86 (2020)川0422执恢240
号

王林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9-16   发布
87 (2020)川0421执恢113

号
陈烈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08-03   发布

88 (2020)川0421执恢113
号

罗佳容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08-03   发布

89 (2020)川0421执163号 张国明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6-22   发布

90 (2019)川0422执826号 任诗行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2-27   发布
91 (2019)川0422执826号 王增山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2-27   发布
92 (2020)川0422执294号 刘晨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5-27   发布
93 (2020)川0422执恢158

号

攀枝花市
金鼎融资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8-18   发布

94 (2020)川0421执恢129
号

李海安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妨碍、抗拒执行 2020-08-20 2020-11-20  屏蔽
95 (2020)川0421执恢129

号
王礼军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妨碍、抗拒执行 2020-08-20 2020-11-20  屏蔽

96 (2020)川0421执恢129
号

刘月良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妨碍、抗拒执行 2020-08-20 2020-11-20  屏蔽
97 (2019)川0422执825号 任诗行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2-27   发布
98 (2019)川0422执825号 王增山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2-27   发布
99 (2020)川0422执218号 许龙海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5-27   发布
100 (2020)川0421执恢266

号
姜琴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0-20   发布

101 (2020)川0421执恢17号 沈仁喜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4-23   发布

102 (2020)川0421执160号
海南省第
五建筑工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2020-06-28   发布

103 (2020)川0421执195号 刘海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7-23   发布

104 (2020)川0421执恢103
号

舒开国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妨碍、抗拒执行 2020-08-20   发布
105 (2020)川0403执恢96号 田峻铭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9-10   发布

106 (2020)川0403执恢96号 何辉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9-10   发布

107 (2020)川0403执751号 黎明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1-25   发布

108 (2020)川0421执660号 纳星梅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15   发布

109 (2020)川0421执660号 曾代祥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15   发布

110 (2019)川0403执949号 殷显龙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

行执行和解协议
2020-02-26   发布

111 (2020)川0422执恢289
号

张峻源 盐边县人民法院 部分未履行 其他妨碍、抗拒执行 2020-12-07   发布



序号 案号 被执行人 执行法院 履行情况 失信行为情形 最新发布申 最新屏蔽审 最新撤销 发布状
112 (2020)川0421执490号 姜琴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1-04   发布

113 (2020)川0402执159号 吴凯
攀枝花市东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6-22   发布

114 (2020)川0402执159号
攀枝花市
丰亿商贸

攀枝花市东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6-22   发布

115 (2020)川0402执159号 郭建军
攀枝花市东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6-22   发布

116 (2020)川0403执334号
成都合晟
达建筑工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7-02   发布

117 (2020)川0421执恢268
号

毛健城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7-30   发布

118 (2020)川0403执763号 刘原宏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

行执行和解协议
2020-11-27   发布

119 (2020)川0403执559号 王传成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1-27 2020-12-11  屏蔽

120 (2020)川0422执恢289
号

盐边县同
生工贸有 盐边县人民法院 部分未履行 其他妨碍、抗拒执行 2020-12-07  2020-12- 撤销

121 (2020)川0421执80号 陈付琼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5-06   发布

122 (2020)川0421执80号 吴万林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5-06   发布

123 (2019)川0403执855号 丁俊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2020-01-09   发布

124 (2019)川0422执827号 王增山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2-27   发布
125 (2019)川0422执827号 任诗行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2-27   发布
126 (2020)川0421执283号 罗德印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7-30   发布

127 (2020)川0422执155号 崔斌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5-28 2020-10-20  屏蔽
128 (2020)川0422执743号 苏泽军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0-27   发布

129 (2020)川0422执743号 苏小军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0-27   发布

130 (2020)川0421执378号 杨秀文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8-03   发布

131 (2019)川0422执324号 钱通富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2-25   发布
132 (2020)川0403执56号

成都合晟
达建筑工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5-29   发布

133 (2020)川0422执恢93号
巴中市广
厦建筑安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06-11   发布

134 (2020)川0421执恢87号 李吉炳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7-30   发布

135 (2020)川0422执169号 孙慕华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5-27 2020-10-13  屏蔽
136 (2020)川0421执恢377

号
何建国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1-05   发布

137 (2020)川0422执628号 陈孝军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2020-11-26   发布
138 (2020)川0422执628号 周彬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2020-11-26   发布
139 (2020)川0421执857号 张世红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02   发布

140 (2020)川0422执恢300
号

安建平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12-09   发布
141 (2020)川0403执恢232

号
何素均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0-21   发布

142 (2019)川0403执972号 杨祖彬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3-20   发布

143 (2019)川0421执1179号
攀枝花市
百源茂农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3-27   发布

144 (2020)川0421执849号 张世红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02   发布

145 (2020)川0421执734号 陈发品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15   发布

146 (2020)川0421执恢235
号

王连兵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1-04   发布

147 (2020)川0421执238号 李顺华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7-30   发布

148 (2020)川0421执恢232
号

姚元发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1-17   发布

149 (2020)川0421执恢232
号

刘佐彬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1-17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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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2020)川0421执恢248

号
蒋海深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2-04   发布

151 (2020)川0421执748号 侯永付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2-17   发布

152 (2020)川0421执恢196
号

陈真芬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9-15   发布

153 (2020)川0421执478号 李丽军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9-15   发布

154 (2020)川0421执262号 严仕开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9-10   发布
155 (2020)川0421执579号 麻宝贵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2-07   发布

156 (2020)川0422执恢229
号

余耀成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2020-10-13   发布
157 (2020)川0421执恢354

号
徐梅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0-20   发布

158 (2020)川0403执377号 熊兆恒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2020-11-11   发布

159 (2020)川0421执628号
攀枝花林
江旅游开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8-31 2020-12-19  屏蔽

160 (2020)川0403执恢197
号

雷淑珍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9-23   发布

161 (2020)川0403执恢197
号

刘展宏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9-23   发布

162 (2020)川0403执恢197
号

黔西南州
鑫都房地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9-23   发布

163 (2020)川0422执恢238
号

卿剑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09-21   发布

164 (2020)川0422执恢238
号

张俊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09-21   发布

165 (2020)川0422执439号 王铭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5-20   发布
166 (2020)川0421执519号 刘绪伦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09   发布

167 (2020)川0421执859号 张世红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02   发布

168 (2020)川0421执878号 李媛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15   发布

169 (2020)川0421执878号 任明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15   发布

170 (2020)川0421执627号 邓刚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9-22   发布

171 (2020)川0422执608号 窦礼翠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9-10   发布
172 (2020)川0422执608号 李加杰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9-10   发布
173 (2020)川0422执608号 李加林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9-10   发布
174 (2020)川0422执608号

盐边县绿
峰茶业有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9-10   发布

175 (2020)川0422执608号 孙代丽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9-10   发布
176 (2020)川0422执608号 李鸿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9-10   发布
177 (2020)川0422执881号 何毅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11-23   发布
178 (2020)川0421执601号 张世红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02   发布

179 (2020)川0421执805号 张世红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02   发布

180 (2020)川0403执416号 魏忠惠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0-26   发布

181 (2020)川0422执恢161
号

浦建设(集
团)有限公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2020-10-13   发布
182 (2020)川0422执恢161

号

浦建设(集
团)有限公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2020-10-13   发布
183 (2020)川0422执恢161

号
徐雪梅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2020-10-13   发布

184 (2020)川0422执恢161
号

四川普洲
同仁投资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2020-10-13   发布

185 (2020)川0422执恢283
号

韦堂峰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2-28   发布

186 (2020)川0421执796号 张世红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03   发布

187 (2020)川0422执672号 杨胜涛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12-17   发布
188 (2020)川0403执760号 谢仁贤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2-04 2020-12-17  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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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2020)川0403执834号 蒲俊橙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部分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2-14 2020-12-17  屏蔽

190 (2020)川0421执恢2号 李坤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04-20   发布

191 (2020)川0403执4号 徐鹏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4-09   发布

192 (2020)川0421执441号 庄学林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隐匿财产规避执行 2020-07-02   发布
193 (2020)川0421执恢272

号
田开雄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7-30   发布

194 (2020)川0421执恢272
号

陈雪梅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7-30   发布

195 (2020)川0421执694号 张世红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02   发布

196 (2020)川0421执597号 李勇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2-03   发布

197 (2020)川0421执597号
攀枝花市
佳庆鑫艺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2-03   发布

198 (2020)川0421执763号 邱发万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22   发布

199 (2020)川0421执恢15号 蒋强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6-10   发布

200 (2020)川0421执826号 罗顺海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09   发布

201 (2020)川0421执814号 张世红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02   发布

202 (2020)川0421执705号 王锦辉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15  2021-01- 撤销

203 (2020)川0421执705号 王金城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15  2021-01- 撤销

204 (2020)川0403执563号 周庭华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0-26   发布

205 (2020)川0422执929号 彭正兴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10-27   发布
206 (2020)川0421执692号 万永林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2-02   发布

207 (2020)川0422执569号 陈跃虎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8-25   发布

208 (2020)川0421执恢176
号

吴斌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9-15   发布

209 (2020)川0421执恢201
号

王洪强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9-15   发布

210 (2020)川0403执3号 徐鹏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4-09   发布

211 (2019)川0421执恢159
号

苏金美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4-24   发布

212 (2020)川0421执896号 李勇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2-14   发布

213 (2020)川0421执896号
攀枝花市
佳庆鑫艺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2-14   发布

214 (2020)川0403执恢306
号

李刚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1-19   发布

215 (2020)川0403执恢306
号

刘玲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1-19   发布

216 (2020)川0421执889号 曾代祥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15   发布

217 (2020)川0421执889号 纳星梅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15   发布

218 (2020)川0421执496号
凉山州凤
凰乐汇影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2-09 2020-12-15  屏蔽

219 (2020)川0421执496号 杨浪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2-09 2020-12-15  屏蔽

220 (2020)川0422执57号 王铭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

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
2020-06-10   发布

221 (2020)川0421执60号 王琼芳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5-08   发布

222 (2020)川0421执504号 徐银傲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09-28   发布

223 (2020)川0421执60号 李顺华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5-08   发布

224 (2020)川0421执808号 张世红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02   发布

225 (2020)川0421执706号 吴德彬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15   发布

226 (2020)川0421执873号 郑中飞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22   发布

227 (2020)川0421执752号
米易县远
达贸易有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15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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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2020)川0421执752号 姜以刚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15   发布

229 (2020)川0421执752号 曹淑琼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15   发布

230 (2020)川0421执853号
成都市春
富物流有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16   发布

231 (2019)川0422执828号 王增山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2-27   发布
232 (2019)川0422执828号 任诗行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2-27   发布
233 (2020)川0422执616号 孔祥东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6-12   发布
234 (2020)川0422执616号

北京天香
祥龙商贸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6-12   发布

235 (2020)川0421执856号 张世红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02   发布

236 (2020)川0421执844号 张世红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02   发布

237 (2020)川0421执813号 张世红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02   发布

238 (2019)川0422执824号 王增山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2-27   发布
239 (2019)川0422执824号 任诗行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2-27   发布
240 (2020)川0422执恢169

号
向勇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2020-10-13   发布

241 (2020)川0421执764号 高建川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15   发布

242 (2020)川0403执430号 吴晓菊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2020-09-22   发布

243 (2020)川0403执430号 齐国峰
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2020-09-22   发布

244 (2020)川0422执623号 谭国华 盐边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规避执行 2020-06-02 2020-11-10  屏蔽
245 (2020)川0421执47号 李顺华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2-23   发布

246 (2020)川0421执恢265
号

刘伟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妨碍、抗拒执行;其他规避执行 2020-12-23   发布
247 (2020)川0421执恢265

号

米易县辰
昊石业有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其他妨碍、抗拒执行 2020-12-23   发布

248 (2020)川0421执恢131
号

米易县辰
昊石业有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05-16   发布

249 (2020)川0421执恢131
号

刘伟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05-16   发布

250 (2020)川0421执恢131
号

唐镜力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05-16   发布

251 (2020)川0421执243号 叶奎宏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07-30   发布

252 (2020)川0421执681号 包从拥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2020-12-17   发布

253 (2020)川0421执恢262
号

邱应全 米易县人民法院 全部未履行
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
解协议 2020-12-31   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