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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事人向检察院申请提出检察建议和向法院申请再审均以 1次为限，顺序是先法院

后检察院，检察院决定不提的，向法院再申请再审，法院不予受理。

5.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有特殊情况或者双方当事人已经通过其他方式充分表达意见，

且书面同意不开庭审理的案件可以不开庭审理。

考点 22 执行程序

1.执行异议的审查：合议庭；书面审查，案情复杂、争议较大的，应当进行听证；对

不予受理或者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既不立案又不作出

不予受理裁定，或者受理后无正当理由超过法定期限不作出异议裁定的，异议人可以向上

一级人民法院提出异议。

2.对执行行为的异议：集中提出；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终结执行除外）；拍卖、变

卖可撤销；限制出境可向上一级法院复议；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可向上一级法院复议。

3.对执行标的的异议：对登记在被执行人（查封前签合同+合法占有+付全款+非自身

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和被执行开发商名下的房产可提异议（查封前签合同，名下唯一居

住房产，付款 50%以上）；承租人的阻止移交权（查封前已签合同并占有使用）；第三人

书面承诺代为偿还债务的，不得提异议。

4.执行中追加、变更当事人

（1）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

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向执行法院书面承诺自愿代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的第三人，

可以被追加、变更为被执行人。

（3）救济

①一般：裁定——上一级复议

被申请人、申请人或其他执行当事人对执行法院作出的变更、追加裁定或驳回申请裁

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②特殊：裁定——执行异议之诉

有限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公司的股东，对作出的变更、追加裁定或驳回申请裁定

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A.被申请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申请人为被告：理由成立的，判决不得变更、追

加被申请人为被执行人或者判决变更责任范围；理由不成立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B.申请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被申请人为被告：理由成立的，判决变更、追加被

申请人为被执行人并承担相应责任或者判决变更责任范围；理由不成立的，判决驳回诉讼

请求。

5.终结本次执行

经过财产调查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在申请执行人签字确认或者执行法院组成合议

庭审查核实并经院长批准后，可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

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再次申请不受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限制。

因撤销申请而终结执行后，当事人在规定的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内再次申请执行的，人

民法院应当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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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执行和解：

具有可诉性：申请执行人可以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起诉；被执行人也可以

就确认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撤销执行和解协议向法院起诉。

二选一：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不履行或反悔的，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

律文书的执行，也可以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起诉。

7.执行担保：

暂缓执行期限届满后被执行人仍不履行义务，或者暂缓执行期间担保人有转移、隐藏、

变卖、毁损担保财产等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恢复执行，并直接裁定

执行担保财产或者保证人的财产，不得将担保人变更、追加为被执行人。执行担保财产或

者保证人的财产，以担保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为限。

8.执行仲裁裁决：当事人对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书申请执行的，由

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考点 23 仲裁

1. 仲裁协议的无效情形

无约定：提交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仲裁。

不明确：提交武汉仲裁委员会或长沙仲裁委员会仲裁。

提交北京市的仲裁机构仲裁。

注：原则无效。但事后达成补充协议（书面；一方申请仲裁、另一方不提出

异议）的除外。

不存在：区县没有仲裁机构。

或裁或诉

对仲裁终局性约定不明确

2.仲裁协议效力的确认法院：仲裁委员会所在地、仲裁协议签订地、申请人和被申请

人住所地的中级法院或专门法院。

3.被执行人、案外人可以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调解书不得申请不予执行和撤销，但案外人可以申请不予执行调解书。

根据和解协议、调解协议制作的裁决书，不能申请不予执行，但可以申请撤销。

四、模拟题

【题干 1】2014 年 11 月 11 日，南京市江宁区市民刘某利用电商“光棍节”促销机会，

在“淘宝”店主乙（经常居住在上海市黄埔区）开设的店铺购得一双鞋子。该店铺名称为

“我的滑板鞋”，注册于上海市宝山区，该网店声明：“本店所有商品均购自海外，原盒

原吊牌，绝无假货。”通过快递方式将鞋子寄送至刘某女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小区的家

中。

刘某签收后，打开包裹一看，发现鞋子严重脱胶，质量低劣，于是要求退货。可是该

网店客服认为虽然货物质量有瑕疵但刘某已经对货物予以签收，拒不退货。经与卖家协商

退货无果，刘某在某论坛上发帖声讨该卖家兜售假货并受到多数转发点赞。后刘某以该网

店出售假冒及不合格商品为由将其诉至南京市江宁区法院，要求法院判令该网店退付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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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支付三倍货款赔偿金及各项费用。刘某同时要求，被告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淘宝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王某，张某，赵某浏览论坛时留言表示自己也是该

店的消费受害者，希望加入刘某的诉讼中。

淘宝公司、该网店在向南京市江宁区法院递交答辩状时，对此案提出了管辖权异议。

淘宝公司认为，原被告之间是网络服务合同关系，原告在申请注册为淘宝用户时，与被告

签订了《淘宝服务协议》，（协议文本共 19 页），该协议第 9 条第 3 项约定:“ 一旦产

生纠纷，您与淘宝平台的经营者均同意以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为第一审管辖法院。”（该

条款位于协议文本的最后一页，用黑体字标明）。其中约定发生纠纷，由被告住所地法院

管辖，所以要求将本案移送到杭州市余杭区法院审理。

【问题】

1.如果不考虑淘宝公司与刘某之间的协议管辖条款，根据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

定，哪些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简要说明理由。

2.淘宝公司与刘某之间协议管辖条款是否有效？简要说明理由。

3.如果淘宝公司没有提管辖权异议，而是对案件的实体问题进行答辩，随后法官在审

理案件的过程中发现法院对本案并无管辖权，这时法院能否再将案件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

院审理？简要说明理由。

4.为证明所购鞋为劣质品，刘某向法院提交存有与乙网上协商退货的截图的 U盘作为

证椐。请问该证据属于哪种证据种类？简要说明理由。

5.如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乙主张刘某发帖损害其店铺声誉，导致其经营受损，请求法

院判令刘某删除帖子，在同一论坛上发帖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8000 元。法院可否作为

反诉合并审理？简要说明理由。

6.王某，张某，赵某可否与刘某一同提起诉讼？如果能，请对其诉讼地位做出简要说

明；如果不能，请简要说明理由。

【题干 2】张珊和李伟的合同纠纷一案，法院判决李伟败诉，需向张珊归还合同标的物水

晶球，并需承担违约金 20 万元。生效法律文书作出后，执行中发现李伟没有 20 万元，但

家中有一块价值 20 万元左右的玉石，于是执行该玉石和水晶球。此时，赵燕向法院提出，

水晶球其实是自己的；孙紫萱提出，玉石是自己借给李伟的；同时李伟提出，法院将玉石

和水晶球从自己家里拿走时，没有履行法定程序。

【问题】

1.对赵燕的请求，法院应当如何处理？

2.对孙紫萱的请求，法院应当如何处理？

3.如果法院裁定孙紫萱的异议成立，无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但李伟认为玉石应当归自己

所有，其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对于李伟的请求，法院应如何处理？

5.如果在执行中李伟去世，李伟的儿子李小伟继承其遗产，法院应该如何处理？如果张珊

与刘杰签订协议将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权利转让给刘杰，刘杰申请变更自己为申请执行人，

法院能否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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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论述执行程序与审判程序的关系，执行程序的目的。

【题干 3】E 县的甲公司与 A 县的乙公司关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前甲公司发现乙公司

转移其在 F 市 G 县的财产，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此案由 A 县基层人民法院和 B 市中

级人民法院两级人民法院作出生效法律文书, 要求乙公司在五个月内向甲公司支付合同

货款 200 万元，但认定之前的保全措施错误。法律文书于 2017 年 5 月 1 日生效，7月 1

日，甲公司发现乙公司转移其在 C 市 D 县的财产，于是向法院申请冻结其在 D县的财产，

法院于 7月 2日采取了保全措施。因为甲公司急需资金使用，在 8 月 2 日，将上述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书面转让给了丙公司。2017 年 10 月 1 日，当事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乙

公司的办公楼，发现此楼已经出租给丁公司，丁公司与乙公司在法院执行前签订的租赁合

同，已经入住并称租赁期一年后才届止；法院又执行乙公司的小轿车一辆，戊公司称该车

是借给乙公司使用的。这时己公司书面承诺称其愿意代乙公司偿还上述款项。法院将己公

司变更为被执行人，在对己公司的财产进行执行时，发现己公司的财产不足以偿还两百万，

但己公司有一个股东孙琦没有履行出资义务，于是裁定执行孙琦的财产。执行中发现孙琦、

己公司都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于是裁定终结执行。

【问题】

1.甲公司错误对乙公司采取保全措施，乙公司可向哪些法院起诉要求甲公司赔偿？

2.2007 年 7 月 1 日，甲公司申请执行前保全，有管辖权的法院是什么？

3.法院采取执行前的保全措施后，则甲公司应当如何进一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2017 年 10 月 1 日，如果甲公司申请执行，丙公司要求自己作为申请执行人能否允许？

如果法院不允许，丙公司应当如何救济？

5.法院能否继续执行乙公司的办公楼？为什么？

6.如果法院支持戊公司的请求，而丙公司此时没有另行起诉，请问此时法院应该怎么办？

乙公司应该怎么办？

7.如果孙琦认为不应当执行自己的财产，其可以通过何种方式进行救济？

8.法院将己公司变更为被执行人的做法和裁定终结执行的做法是否合法?简要说明理由。

9.孙琦、己公司都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裁定终结执行后，权利人如果将来发现己公司有

财产可供执行，请能否再次申请执行？是否需要受到时效限制？

【题干 4】四川惠达化工厂常年违规排污，附近居民深受其害，四川的环保组织地球之友

对此向中级法院提起诉讼，中级法院将案件交给基层法院审理。开庭前，贵州的自然之友

和云南的爱生活环保组织向同一法院提出要求参加诉讼。庭审中，惠达化工厂提出反诉，

认为地球之友起诉损害了其名誉。上述诉讼审理过程中，居民张燕也以自身健康权受到损

害为由打算提起诉讼，并向地球之友起诉的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将两诉讼合并审理。

当地环保局在新闻媒体上得知此种情形后，加大对该企业的环保监察，使得当地生态基本

得到恢复，于是惠达化工厂提出与地球之友和解，经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后要求法院作出调

解书。法院作出调解书后，居民汪洋认为调解书损害自己的合法权益，向作出生效法律文

书的法院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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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中级法院将案件交给基层法院审理是否合法，需符合何种条件？

2.贵州的自然之友和云南的爱生活环保组织要求参加诉讼，法院应当如何处理？

3.对惠达公司的反诉，法院应当如何处理？对张燕的起诉，法院应当如何处理？

4.惠达化工厂与地球之友达成的和解协议，法院应该如何处理？请结合此题，论述我国的

公开审判制度。

5.环保局采取行政措施，使得当地生态得以恢复后，地球之友向法院提出撤诉，法院应当

如何处理？

6.汪洋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法院应当如何处理？

【题干 5】李青与王兰借款 3000 元纠纷一案，李青向王兰所在的广州市白云区法院申请

发出支付令，王兰提出异议，收到法院终结督促程序的裁定后，李青在 7 日内向白云区法

院表示不愿起诉，而直接向自己所在地的武汉市洪山区法院起诉王兰。洪山区法院决定适

用小额程序不开庭审理此案，王兰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洪山区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

洪山区法院裁定驳回王兰的管辖权异议。李青提供王兰手写的借条一张，王兰声称借款已

还，但未向法院提供证据，法院判决王兰还款。王兰以判决错误为由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

院申请再审，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也不开庭审理此案，判决王兰败诉。，

【问题】

1．洪山区法院对此案有无管辖权？李青在 7 日内不向白云区法院表示不愿起诉，则

此案应由何法院管辖？

2．洪山区法院驳回王兰的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可否上诉？

3．本案李青、王兰应对哪些事项承担证明责任？

4．洪山区法院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不开庭审理案件的做法是否正确？为什么？

5．本案的再审法院是否正确？再审后的判决能否上诉？

6．王兰如果以程序适用错误为由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法院应是哪个法院？再审后

的判决能否上诉？

7．如果再审后王兰仍然认为判决错误，其有何途径对自己进行救济？

【题干 6】甲市 A区的张然和甲市 B区的李田签订买卖电脑的合同，约定合同履行地在甲

市 C区，将来发生纠纷了，向标的物所在地的甲市 D 区法院起诉或向甲仲裁委员会申请仲

裁。最后该合同在甲市 F区履行。现张然向李田支付合同货款后，李田没有依约将约定数

量的电脑交付给张然，张然向自己住所地的甲市 A区法院起诉，要求李田向自己交付剩余

的电脑。

【问题】

1.本案中当事人约定“将来发生纠纷了的向标的物所在地的甲市 D 区法院起诉或向甲仲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约定是否有效？为什么？

2. 甲市 A 区法院对此案有没有管辖权？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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