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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不断
拓展对失信被执行人联合信用惩戒的
范围和深度，形成多部门、多行业、多领
域、多手段联合信用惩戒工作新常态，
最大限度挤压失信被执行人生存和活
动空间，让老赖无处遁形，有力推动社
会诚信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执行威慑
力，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对有财产
可供执行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义务的失信被执行人实行曝光。名单
如下(按照法院名称字母排序）：

一、巴塘县法院

1、被执行人：谢治权
住所地: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人
身份证号：511081198212164812
案号：（2016）川3335执字02、03、

04、05号
2、被执行人：公却
住所地:甘孜州雅江县八角楼
身份证号：513325197801062112
案号：（2017）川3335执字09号
3、被执行人：雷代全
住所地: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新店镇
身份证号：513122197308092713
案号：（2018）川3335 执字01号
4、被执行人：李成贵
身份证号：510129197312013514
住所地:成都市大邑县苏家镇
案号：（2015）巴法执字17、18号

二、白玉县法院

5、被执行人：泽刀
住所地：四川省白玉县章都乡马拉村
身份证号：513331197105080517
案号：（2018）川3331执6号
6、被执行人：魏光林
住所地：四川省大邑县晋原镇围城

北路西段114号3单元2号
身份证号：51012919651202001X
案号：（2018）川3331执2号
7、被执行人：四川省泸州市第十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地：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龙

马大道2段30幢202室
组织机构代码：91510504204739

43XA
案号：（2018）川3331执1号

三、丹巴县法院

8、被执行人：扎西
住所地：四川省丹巴县丹东乡二道

桥村
身份证号：51332319690603601X
案号：（2018）川3323执9号
9、被执行人：余长军
住所地：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洪州

大道东段21号2幢2单元602号
身份证号：512925197106141910
案号：（2018）川3323执3号
10、被执行人：阿加泽郎
住所地：四川省丹巴县革什扎乡瓦

坝村
身份证号：513323197803055036
案号：(2016)川3323执62号
11、被执行人：四川黄龙旅游股份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俊
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里西路

107号锦江时代花园北楼13层6号
身份证号：510102196309296694
案号：（2018）川3323执7号
12、被执行人：王长江
住所地：四川省邛崃市临邛镇文庙

街120号2栋1单元3楼3号
身份证号：510130196903227734
案 号 ：（2017）川 3323 执 58、61、

65、66号
13、被执行人：丹巴县燕窝沟电力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晓峰
住所地：四川省丹巴县章谷镇团结

街58号
身份证号：511002196405210630
案号：(2016)川3323执35号
14、被执行人：呷绒降产
住所地：四川省丹巴县丹东乡丹东村
身份证号：513323197908286017
案号：(2017)川3323执28、32号
15、被执行人：张强
住所地：湖北省十堰市郧县谭家湾镇
身份证号：510822198106105774
案号：（2017）川3323执20号
16、被执行人：兰友雄
住所地：四川省丹巴县章谷镇嘉绒

步行街40号8单元507
身份证号：513323196308080037
案号：（2017）川3323执57号
17、被执行人：丁一洪
住所地：四川省威远县镇西镇临江

寺村
身份证号：511024196407075071
案号：（2017）川3323执30号
18、被执行人：三郎多吉
住所地：四川省丹巴县聂呷乡喀咔

二村
身份证号：513323197602016516
案号：（2018）川3323执12号

四、道孚县法院

19、被执行人：王治富
住所地：四川省盐亭县金孔镇大林

村5组
身份证号：510723196607171798
案号：(2018)川3326执22号

20、被执行人：万炳金
住所地：四川省仁寿县鳌陵乡毛坝

村4组
身份证号：51112119700913919X
案号：（2018）川3326执2、3、4号
21、被执行人：李贵勇
住所地：四川省中江县凯江镇星源

路52号
身份证号：510623197209030032
案号：（2017）川3326执37号
22、被执行人：肖军建
住所地：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多悦

镇会龙村4组
身份证号：513821198309233078
案号：(2018)川3326执7、13、14号
23、被执行人：刘彬
住所地：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松涛

镇桐梓村1组39号
身份证号：51102619731029067x
案号：（2017）川3326执28号
24、被执行人：薛升强
住所地：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河西

乡甲咱村一组
身份证号：513226198110122214
案号：(2016)川3326执14号
25、被执行人：薛升刚
住所地：四川省阿坝州州县阿坝县

贾洛乡阿洛村
身份证号：513231197408241810
案号：(2016)川3326执14号
26、被执行人：尚线英（女）
住所地：道孚县鲜水镇东门一村
身份证号：513326197001066023
案号：(2016)川3326执8号

五、稻城县法院

27、被执行人：虞仕泽
住所地：四川省盐亭县云溪镇龙江

复兴村8组
身份证号：510723197003020299
案号：(2015)稻法执字第00023号
28、被执行人：韩春兰（女）
住所地：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拦江

镇平街100号附203号
身份证号：510902196304114568
案号：(2016)川3337执11号
29、被执行人：姚福昌
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荣光

巷1号3栋1单元2楼4号
身份证号：510102196306180514
案号：（2017）川3337执2号
30、被执行人：张悦
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盛华北路

288号7栋1单元1203号
身份证号：13010419720828181X
案号：(2017)川3337执38号
31、被执行人：罗吉银
住所地：四川省什邡市思古镇思源村
身份证号：510625197402220471
案号：（2017）川3337执9号
32、被执行人：孔永栋
住所地：四川省松潘县镇江乡一村

044号
身份证号：513224197308121973
案号：(2017)川3337执40号
33、被执行人：包德康
住所地：四川省广汉市三小镇高原

村4组
身份证号：510624196903260614
案号：（2017）川3337执9号
34、被执行人：欧孝林
住所地：四川省稻城县金珠镇东街
身份证号：513337196809280019
案号：(2017)川3337执7号
35、被执行人：张浩
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牛山

8号楼1单元402号
身份证号：370305198305270019
案号：(2018)川3337执1号

六、得荣县法院

36、被执行人：洛绒扎西
住所地：四川省得荣县奔都乡俄木

学村
身份证号：513338197906250613
案号：(2017)川3338执1号
37、被执行人：董星平
住所地：云南省大理市宾川县金牛

镇富民路191号
身份证号：510322197101104738
案号：(2017)川3338执5、6、7号
38、被执行人：李红梅（女）
住所地：四川省得荣县松麦镇河东

上街
身份证号：513338198308060021
案号：(2016)川3338执22、23号

七、甘孜县法院

39、被执行人：张富贵
身份证号：513101197111174211
案号：（2015）川3328执4号
40、被执行人：付加军
身份证号：513328196107012777
案号：（2017）川 3328 执 9 号等系

列案件
41、被执行人：祝启洪
身份证号：512926197304101959
案号：（2017）川3328执37号等系

列案件
42、被执行人：任明举
身份证号：510702196908066914
案号：（2017）川3328执20号
43、被执行人：卢志霞
身份证号：510131196904260022
案号：（2016）川3328执12号
44、被执行人：何建明

身份证号：510130197312023910
案号：（2016）川3328执12号
45、被执行人：李涛
身份证号：513331197610100013
案号：（2017）川3328执16号
46、被执行人：李玉祥
身份证号：510130195407120036
案号：（2015）川3328执6号
47、被执行人：钟在田
身份证号：510130197308262337
案号：（2016）川3328执3号
48、被执行人：张德伟
身份证号：513127197310271413
案号：（2017）川3328执40号
49、被执行人：甘孜县旭日岭房地

产开发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59996216-8
法定代表人：肖驰
案号：（2017）川3328执22号

八、九龙县法院

50、被执行人：九龙县同创玛咖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915133243269302
16F

住所地：四川省九龙县湾碉路
法定代表人：刘洋
住所地：四川省简阳市云龙镇白云

村9组47号
身份证号：511027197308165454
案号：(2017)川3324执21号
51、被执行人：王泽勇
住所地：四川省九龙县三岩龙乡田

根村田耕组
身份证号：513324198211260416
案号：(2017)川3324执25号
52、被执行人：梁龙军
住所地：四川省汉源县料林乡马洛

村7组
身份证号：513124197101245711
案号：(2017)川3324执7号
53、被执行人：李强
住所地：四川省大邑县晋源镇伯乐

村5组
身份证号：510129197205221297
案号：(2017)川3324执17、18、19、

20号

九、康定市法院

54、被执行人：冯世学
住所地：四川省泸定县咱里镇3组
身份证号：510902197504011031
案号：(2017)川3321执10号
55、被执行人：骆学梅（女）
住所地：四川省泸定县咱里镇3组
身份证号：513322197606080527
案号：(2017)川3321执10号
56、被执行人：向梅（女）
住所地：四川省康定市光明路25号
身份证号：513326197902132040
案号：(2017)川3321执1号
57、被执行人：王林
住所地：四川省邛崃市临邛镇红旗

村8组
身份证号：510183198609030430
案号：(2016)川3321执79号
58、被执行人：潘昌户
住所地：四川省都江堰市聚源镇迎

祥村1组
身份证号：51012719660120255X
案号：（2018）川3321执6号
59、被执行人：夏仕英（女）
住所地：四川省都江堰市聚源镇迎

祥村1组
身份证号：510181197205181729
案号：（2018）川3321执6号
60、被执行人：郑宇兵
住所地：贵州省黔西县索相镇索凤

村龙泉三组
身份证号：522423198009044314
案号：（2017）川3321执9号
61、被执行人：付涛
住所地：四川省康定市姑咱镇鸳鸯

坝村
身份证号：51332119720328481X
案号：（2017）川3321执21号
62、被执行人：吴昭乾
住所地：自贡市自流井区郭家坳街

桃花湾社区 16 号组东光路 313 号 2 段
远附2号

身份证号：510302197508220014
案号：（2018）川3321执恢49号
63、被执行人：黄超
住所地：康定市炉城镇大风湾村郭

大街商业楼2楼
身份证号：513822198306220171
案号：（2017）川3321执71号
64、被执行人：陈亚非
住所地：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三

段582号附6号
身份证号：511026197610270857
案号：（2016）川3321执17号
65、被执行人：四川鸿盛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南四

段51号莱蒙置地大厦1栋12层04号
统一信用代码：75470368-5
法定代表人：李波
身份证号：511381198004040256
案号：（2016）川3321执17号
66、被执行人：王小均（女）
住所地：阆中市演武巷 3 号 1 幢 5

单元
身份证号：512930197811066240
案号：（2018）川3321执50号
67、被执行人：张之兵

住所地：苍溪县陵江镇解放村4组
33号

身份证号：510824197010041073
案号：（2018）川3321执50号
68、被执行人：孙庆文
住所地：绵阳市涪城区一环路南四

段45号
身份证号：51070319770801001X
案号：（2018）川3321执78号
69、被执行人：次尔祝玛（女）
住所地：木里县水络乡东拉村西瓦组
身份证号：513422199210174820
案号：（2017）川3321执68号

十、理塘县法院

70、被执行人：陈冬
住所地：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
身份证号：511121197901197833
案号：（2017）川3334执16号
71、被执行人：高峰
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清流

镇三尺村17组
身份证号：510125199011295216
案号：（2017）川3334执恢11号
72、被执行人：王邦泽
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清流

镇大柏村6社
身份证号：510125196507285210
案号：（2017）川3334执恢11号
73、被执行人：冯加礼
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龙五

村3组
身份证号：510704197706241216
案号：（2015）理执字第16号
74、被执行人：白马王青
住所地：四川省松潘县大寨乡水草

坝村羊斯顶006号
身份证号：513224196711214817
案号：（2016）川3334执7号

十一、炉霍县法院

75、被执行人：张文明
住所地：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月山

乡洪山村二组22号
身份证号：510824198505075675
案号：（2016）川3327执11号
76、被执行人：任洪学
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三岔

镇永乐村13组
身份证号：51012919670414253X
案号：（2016）川3327执19号
77、被执行人：炉霍县华康水泥有

限责任公司
企业代码：597523233
法定代表人：焦唯
案 号 ：（2017）川 3327 执 17 号 、

（2018）川3327执恢2号

十二、泸定县法院

78、被执行人：张健
住所地：四川省康定县炉城镇东大街
身份证号：51332119831021001X
案号：（2016）川3322执76号
79、被执行人：阿珠
住所地：四川省巴塘县亚日贡乡
身份证号：513335198308161595
案号：（2016）川3322执96号
80、被执行人：赵康
住所地：四川省泸定县兴隆镇化林村
身份证号：513322197512214512
案号：（2017）川3322执14号
81、被执行人：吴伦美（女）
住所地：四川省泸定县泸桥镇瑞金路
身份证号：513322198007024528
案号：（2017）川3322执14号
82、被执行人：伍治敏
住所地：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小

坝乡坝地村
身份证号：510726198110041419
案号：（2017）川3322执53号
83、被执行人：邹理林
住所地：四川省达县南外镇
身份证号：513021198907040192
案号：（2017）川3322执75号
84、被执行人：高志强
住所地：四川省泸定县磨西镇杉树村
身份证号：513322197202106516
案号：（2016）川3322执32号
85、被执行人：龚波
住所地：四川省三台县中太镇万寿村
身份证号：510722199012158372
案号：（2016）川3322执103号
86、被执行人：王明生
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青羊大道
身份证号：513027195710180030
案号：（2016）川3322执93号
87、被执行人：李宗伟
住所地：四川省泸定县泸桥镇柏秧组
身份证号：513322198109180038
案号：（2016）川3322执87号
88、被执行人：高安明
住所地：四川省天全县乐英乡盐店村
身份证号：513126196306152410
案号：（2017）川3322执73号
89、被执行人：姜晓平（女）
住所地：四川省天全县乐英乡盐店村
身份证号:513126196310012445
案号：（2017）川3322执73号
90、被执行人：夏年志
住所地：四川省泸定县烹坝乡沙湾

村马厂组
身份证号：513322197704261516
案号：（2017）川3322执69号
91、被执行人：舒孟
住所地：四川省泸定县兴隆镇银厂村
身份证号：513322198005014510

案号：（2016）川3322执11号
92、被执行人：倪车
住所地：四川省泸定县得妥乡发旺村
身份证号：513322199709257013
案号：（2016）川3322执35号
93、被执行人：庆宇
住所地：四川省泸定县泸桥镇泸桥

御景
身份证号：513322198406260018
案号：（2016）川3322执50号
94、被执行人：敏福春
住所地：甘肃省临潭县城关镇上河

滩53号
身份证号：623021198410100036
案号：（2016）川3322执81号
95、被执行人：邱玉兵
住所地：四川省泸定县得妥乡发旺村
身份证号：513322196506197037
案号：（2017）川3322执7号
96、被执行人：潘勇
住所地：四川省泸定县加郡乡安家

湾村
身份证号：513322196405025017
案号：（2017）川3322执70号
97、被执行人：潘平
住所地：四川省泸定县加郡乡安家

湾村
身份证号：513322196510105035
案号：（2017）川3322执70号
98、被执行人：潘清
住所地：四川省泸定县加郡乡安家

湾村
身份证号：513322197109235014
案号：（2017）川3322执70号
99、被执行人：潘虎
住所地：四川省泸定县加郡乡安家

湾村
身份证号：513322197511115010
案号：（2017）川3322执70号
100、被执行人：张明华
住所地：四川省丹巴县格宗乡林帮村
身份证号：513323196802040516
案号：（20117）川3322执122号
101、被执行人：李琼（女）
住所地：四川省康定市炉城镇光明路
身份证号：513321197304090520
案号：（20117）川3322执122号
102、被执行人：代琼伟
住所地：四川省泸定县岚安乡昂乌村
身份证号：513321198202244618
案号：（2017）川3322执61号
103、被执行人：曾凡康
住所地：四川省泸定县泸桥镇开湘路
身份证号：513322195310240019
案号：（2017）川3322执66号
104、被执行人：四川甘孜藏族自

治州医药中药材有限公司
住所地：四川省泸定县新城区杵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33000000

04574
法定代表人：胥治国
案号：（2016）川3322执56号
105、被执行人：四川康定金珠制

药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四川省泸定新城区田坝乡

下田坝村杵坝组
组织机构代码：21205048-0
法定代表人：李峰
案号：（2016）川3322执126号
106、被执行人：四川金珠药业集

团有限公司
住所地：四川省泸定县长征大道C

区16号
组织机构代码：MA62G02T-7
法定代表人：胥治国
案号：（2016）川3322执126号
107、被执行人：中金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科技园

武科西二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01070000

97981
法定代表人：张敏
案号：（2017）川3322执30号

十三、色达县法院

108、被执行人：张思华
住所地：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云峰

乡双碾村11组
身份证号：511023195812262670
案号：（2018）川3333执17号
109、被执行人：冯学义
住所地：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小金县潘安乡纳东村二组11号
身份证号：513227198208284012
案号：（2018）川3333执01号

十四、石渠县法院

110、被执行人：杜向党
住所地：浙江省永康市芝英街道宅

口村三房26号
身份证号：33072219810317453x
案号：（2017）川3332执09号

十五、乡城县法院

111、被执行人：罗骏
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通惠门路3

号1栋1单元4楼1号
身份证号：513123197304160017
案号：(2018)川3336执5号
112、被执行人：毛炯
住所地：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春花

路南段439号
身份证号：513123197201190010
案号：（2018）川3336执5号
113、被执行人：董光义

住所地：四川省隆昌县胡家镇灯房
村一组34号

身份证号：511028195907238536
案号：(2018)川3336执恢1号
114、被执行人：刘秀元
住所地：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和平

东路176号4单元4号
身份证号：51092119521226351X
案号：(2018)川3336执10号
115、被执行人：四川省野牛电力开

发有限公司
住所地：康定县孔玉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3321MA6

2G0445Y
案号：(2018)川3336执5号

十六、新龙法院

116、被执行人：胡再东
住所地：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大安

乡石桩村3社25号
身份证号：510902197412191039
案号：（2017）川3329执03号
117、被执行人：四川承应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789

106354H
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郭家

桥南街5号
法定代表人：熬大捷
身份证号：510130197410080038
案号：（2017）川 3329 执 02、05、

06、07号

十七、雅江县法院

118、被执行人：王国全
住所地:四川省石棉县人
身份证号：510902196609175951
案号：（2015）雅执字06号
119、被执行人：陈思国
住所地: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滩区安

宁镇南溪街27号附3号
身份证号：510521196911142293
案号：（2016）川3325执5号
120、被执行人：杜泓燕
住所地: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嘉兴

路67号2幢1单元802号
身份证号：51292119651114527X
案号：（2016）川3325执3号
121、被执行人：达吉
住所地:四川省雅江县祝桑乡真达村
身份证号：513325198102042715
案号：（2016）川3325执恢3号
122、被执行人：闰雪飞
住所地：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市委

小区四栋二单元401号
身份证号：211223197202081417
案号：（2016）川3325执恢5号
123、被执行人：张人文
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玉林

西路96号2栋2单元7楼1号
身份证号：511323198102255513
案号：(2017)川3325执30号
124、被执行人：周小兰（女）
住所地: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万新

五街
身份证号：511602198803103509
案号：(2018)川3325执1号
125、被执行人:杨付康
住所地：四川省雅江县河口镇解放

街116号
身份证号：513323196912304017
案号:(2017)川3325执恢5号
126、被执行人：田延亮
住所地：湖北省秭归县磨平村三组
身份证号：420527197803253317
案号：（2017）川3325执2号

十八、州中级人民法院

127、被执行人：邓都
身份证号：513328196307250016
案号：（2016）川33执1号
128、被执行人：高爱民
身份证号：132129196610280019
案号：（2014）甘执字第36号
129、被执行人：黄海
身份证号：513221197509030235
案号：（2016）川33执5号
130、被执行人：黄万福
身份证号：510130196409083157
案号：（2016）川33执恢2号
131、被执行人：李强
身份证号：513333196212130012
案号：（2017）川33执3号
132、被执行人：刘一峰
身份证号：350423197809080016
案号：（2014）甘中法执字第36号
133、被执行人：罗波
身份证号：510111197101052712
案号：（2018）川33执3号
134、被执行人：罗骏
身份证号：513123197304160017
案号：（2018）川33执3号
135、被执行人：肖华根
身份证号：350424196902020917
案号：（2014）甘中法执第36号
136、被执行人：肖杰
身份证号：511002197410120618
案号：（2016）川33执13号
137、被执行人：徐昌慧
身份证号：513032196409080028
案号：（2016）川33执恢2号
138、被执行人：阳盛昌
身份证号：350423195811150539
案号：（2014）甘中法执第36号
139、被执行人：康敏成
身份证号：513124196812030878
案号：（2016）川33执12号

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