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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关于本报告资料 

本报告由青叶浩勤集团编制。 

 

本报告的主要目的 

本报告仅以向您提供国家及各地方政府发布的最新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当中有可

能对在华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主要内

容及其影响， 介绍各企业所采取的主要措施等最新信息为主要目的。对于除上述

目的以外的其他目的而使用本报告的， 对其所造成结果，青叶浩勤集团概不负责。 

 

免责事项 

1.本报告内容仅供您参考，并不是对任何法律、财会或税务等问题所进行的详细解

释、说明或解决方案。 

2.对本报告中所涉及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最新变化，青叶浩勤集团并不负有跟

踪报告的义务。 

3.法律法规的相关解释、某政策的具体应用及其影响等，往往根据个别案件的具体

情况而不同，因此，建议您采取相应措施之前向专业人士进行业务咨询。 

 

青叶浩勤集团： 

 

香港：香港湾仔港湾道 30号新鸿基中心 3楼 

电话：（852）2802 1092       传真：（852）2850 7151 

广州：广州市体育西路 109 号高盛大厦 12楼 B室 

电话：（86-20）3878 5798      传真：（86-20）3878 5337 

北京：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24号东海中心 605室 

电话：（86-10）6522 8158      传真：（86-10）6512 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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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大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力度 

【背景】 

近年来，中国加强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2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

了《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 2013 年，最

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 2016 年，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完善  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  加

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2018 年 3 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

各部门又颁布了《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火

车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发改财金 [2018]384 号）、《关于对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实 施 限 制 不 动 产 交 易 惩 戒 措 施 的 通 知 》（ 发 改 财 金

[2018]370 号）、《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民

用航空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发改财金 [2018]385 号），

加大了对失信被执行人惩戒力度。  

【影响】 

新规将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社会保险领域中的严重失信行为责

任人都列入失信名单，在禁止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高铁、动车一

等座、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的基础上，对特定行为人实施禁

止乘坐飞机、火车，对失信被执行人限制实施限制不动产交易惩戒措

施。将有利於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  

【主要内容】 

一、失信被执行人惩戒措施  

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

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 

（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

费；  

（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  

（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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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  

（六）旅游、度假；  

（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  

（九）乘坐 G 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

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

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

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可以

向执行法院提出申请。执行法院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国土资源部

门在为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

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办理转移、抵押、变更等涉

及不动产产权变化的不动产登记时，应将相关信息通报给人民法院，

便于人民法院依法采取执行措施。  

二、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火车的范围  

(一 ) 严重影响铁路运行安全和生产安全有关的行为责任人被公安机

关处罚或铁路站车单位认定的  

1.扰乱铁路站车运输秩序且危及铁路安全、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

的；  

2.在动车组列车上吸烟或者在其他列车的禁烟区域吸烟的；  

3.查处的倒卖车票、制贩假票的；  

4.冒用优惠 (待 )身份证件、使用伪造或无效优惠 (待 )身份证件购票乘

车的；  

5.持伪造、过期等无效车票或冒用挂失补车票乘车的；  

6.无票乘车、越站 (席 )乘车且拒不补票的；  

7.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应予以行政处罚的。  

对上述行为责任人限制乘坐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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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领域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有关责任人  

1.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2.在财政性资金管理使用领域中存在弄虚作假、虚报冒领、骗取套取、

截留挪用、拖欠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到期债务的严重失信行为责

任人；  

3.在社会保险领域中存在以下情形的严重失信行为责任人：用人单位

未按相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且拒不整改的；用人单位未如实申报社会

保险缴费基数且拒不整改的；应缴纳社会保险费且具备缴纳能力但拒

不缴纳的；隐匿、转移、侵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或者违规投资运营

的；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社会

保险服务机构违反服务协议或相关规定的；拒绝协助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对事故和问题进行调查核实的；  

4.证券、期货违法被处以罚没款，逾期未缴纳的；上市公司相关责任

主体逾期不履行公开承诺的；  

5.被人民法院按照有关规定依法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或依法纳入失信

被执行名单的；  

6.相关部门认定的其他限制乘坐火车高级别席位的严重失信行为责

任人，相关部门加入本文件的，应当通过修改本文件的方式予以明确。 

对上述行为责任人限制乘坐火车高级别席位，包括列车软卧、 G 字头

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座以上座位。  

三、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民用航空器  

旅客在机场或航空器内实施下列行为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处罚或被

追究刑事责任的  

1.编造、故意传播涉及民航空防安全虚假恐怖信息的；  

2.使用伪造、变造或冒用他人乘机身份证件、乘机凭证的；  

3.堵塞、强占、冲击值机柜台、安检通道、登机口 (通道 )的；  

4.随身携带或托运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危险品、违禁品和管制物品

的；在随身携带或托运行李中故意藏匿国家规定以外属于民航禁止、

限制运输物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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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强行登占、拦截航空器，强行闯入或冲击航空器驾驶舱、跑道和机

坪的；  

6.妨碍或煽动他人妨碍机组、安检、值机等民航工作人员履行职责，

实施或威胁实施人身攻击的；  

7.强占座位、行李架，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故意损坏、盗窃、擅自

开启航空器或航空设施设备等扰乱客舱秩序的；  

8.在航空器内使用明火、吸烟、违规使用电子设备，不听劝阻的；  

9.在航空器内盗窃他人物品的。  

(二 )其他领域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有关责任人  

1.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2.在财政性资金管理使用领域中存在弄虚作假、虚报冒领、骗取套取、

截留挪用、拖欠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到期债务的严重失信行为责

任人；  

3.在社会保险领域中存在以下情形的严重失信行为责任人：用人单位

未按相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且拒不整改的；用人单位未如实申报社会

保险缴费基数且拒不整改的；应缴纳社会保险费且具备缴纳能力但拒

不缴纳的；隐匿、转移、侵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或者违规投资运营

的；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社会

保险服务机构违反服务协议或相关规定的；拒绝协助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对事故和问题进行调查核实的；  

4.证券、期货违法被处以罚没款，逾期未缴纳的；上市公司相关责任

主体逾期不履行公开承诺的；  

5.被人民法院按照有关规定依法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或依法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的；  

6.相关部门认定的其他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的严重失信行为责任人，

相关部门加入本文件的，应当通过修改本文件的方式予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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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链接】  

《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火车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

意见》（发改财金[2018]384 号）： 

http://cjs.ndrc.gov.cn/zcfg/201803/t20180316_879646.html 

《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限制不动产交易惩戒措施的通知》（发改财金[2018]370

号）： 

http://cjs.ndrc.gov.cn/zcfg/201803/t20180316_879648.html 

《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民用航空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的意见》（发改财金[2018]385 号）： 

http://cjs.ndrc.gov.cn/zcfg/201803/t20180316_8796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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