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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赖”
再想
“躲猫猫”，
难了！
公安法院联动查人控车，
对失信被执行人全方位追踪

联动机制破解执行难
查人找物更方便

2 年前，莫某因拖欠南海
某建材经营部货款及违约金约
158 万被对方告上法庭，作为
莫某的配偶，郭某承担共同清
偿 责 任 。 然 而 ，她 却 成 了 老
赖。因此，案件承办人梁伟恒
将该信息发送给罗村派出所，
罗村派出所将其列为全省监控
对象。
今年 8 月，罗村派出所获
悉被执行人郭某在湛江出现，
南海法院罗村法庭的执行干警
即刻出发，来到湛江市坡头区
官渡派出所，对郭某实施司法
拘留。
执行难，一直都是摆在各
地法院面前的老大难问题，南
海法院也不例外。而人难找、
财难寻、车难扣，这些都是法院
“执行难”的突出表现。然而，
在去年，南海区两办印发了《关
于建立健全执行联动工作机制
的 实 施 意 见》（以 下 简 称《意
见》）后，局面大不同了。
根据《意见》，公安、法院针
对失信被执行人可进行联动查
控、刑事追责，交警部门可根据
法院提供的拟扣押车辆信息对
老赖车辆进行布控查扣，失信
被执行人信息移送公安机关后
将被全方位追踪，
“老赖”再想
“躲猫猫”是行不通了。

■南海公安分局民警清查
“老赖”
房屋。

珠江时报记者/刘贝娜 摄

在南海法院执行局局长张尚
谦看来，
找不到
“老赖”
是执行难的
一大难题，
而查找被执行人名下财
产则是困扰法院执行的另一难题。
比如查封被执行人车辆时，
前期一般只进行档案查封，查封
后，车辆不得再办理转移或者抵
押等手续，但不影响车辆使用。
这样一来，一些“老赖”
就钻空子，
车辆仍然处于“流动”状态，法院
难以找到车辆的行踪轨迹也就无
法进行控制。
如今，
根据今年 5 月南海区印
发的《佛山市南海区决胜基本解
决执行难联动工作方案》
（以下简
称《方案》
），南海公安分局将全力
协助法院扣押已查封车辆。也就
是说，今后法院要“查车”也就更
方便了。
根据《方案》，公安机关在办
理定期检验、转移登记、交通执勤
执法过程中发现人民法院商请协
助扣押车辆的，应当予以控制并

加强与拘留所协作
帮教在押
“老赖”尽快还债

经典案例

“老赖”酒店办理入住 法院随后接到民警电话
“叮铃铃……”
5 月 27 日晚上，
一个来自罗村派出所民警的电话，
让罗村法庭执行法官黄伟兴奋不
已，原来，失信执行人黄某刚刚在
顺德区杏坛某酒店办理入住时被
杏坛派出所监控到了行踪并被控
制，
已移交罗村派出所等待法院办
理交接，
黄伟连夜叫上法警和书记
员将黄某带回。
此前，黄某借了何某 100 余
万元一直不还，被起诉、宣判后，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黄某却玩起
了失踪。按其预留的地址，法官
没找到人，申请人何某也找不到

黄某的行踪。按照何某的说法，
最近还有生意伙伴看到黄某参加
展销会、出入高消费场所，但法官
每次去都扑空。
无法确定黄某具体下落，
就无
法对其采取司法拘留等执行措施，
也无法进一步查找财产线索，
案件
一时陷入僵局。
根据《意见》，涉及被执行人
或其他人员暴力抗拒执行、妨害
执行公务等 6 种情形的执行案
件，可通过公安分局协助查控被
执行人。于是，区法院向公安机
关发出请求协助查控黄某的 B 级

及时通知执行法院。法院一接到
公安部门的通知，就会及时派人
到公安机关办理扣押手续。
为了加强公安与法院工作衔
接，
《方案》规定了几大要点，包括
建立待扣押车辆文书库；公安机
关统一布控；上班和非上班时间
的扣车对接；实行常态化执行值
班人员报备制度；实行 24 小时电
话值班制度；落实装备保障；由广
东省拍卖公司专人提供拖车服
务；
明确车辆处置时限要求等。
其中在明确车辆处置时限要
求上，更是规定，车辆经扣押后，
如属小型车辆的，
承办人应在 1 个
工作日内提交相关材料给司法评
估拍卖中心进行评估，司法评估
拍卖中心在收到材料后的 2 个工
作日内必须反馈评估结果。承办
人收到评估结果后，
必须在 3 个工
作日内送达评估结果，完成送达
后 7 个工作日内移交启动网络拍
卖程序。

执行令。
没想到，
发出执行令不到一个
星期，
就有了黄某住酒店被抓带到
法院的一幕。当戴上冰冷的手铐，
黄某终于意识到了故意躲避债务、
严重妨碍法院司法工作的后果，
当
场写下悔过书，
立刻支付了部分款
项给申请人，
并就剩余款项达成了
还款和解协议。
此案只是南海法院联动公安
成功执行的一个案例。目前,该联
动机制已经在各个镇街全面铺开，
截至 10 月 31 日，各派出所已协助
抓获失信被执行人9人。

《意见》的出台，大力推进了
然而，不少“老赖”直到被戴
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法院执行部门
上手铐仍面不改色，坚决不履行
抓捕在逃失信被执行人归案工
还款责任。为此，南海法院与南
作，加大公检法三家分工配合追
海区拘留所协作，抓住被执行人
究逃避执行、抗拒执行被执行人
受到司法惩戒后的有利时机，协
刑事责任工作力度。
助法院劝解帮教在押被执行人主
在此基础上，南海法院与公
动履行债务。
安机关协助抓捕对接，
与
“今日头
数据显示，
今年 1 月至 10 月，
条”
紧密合作，
实施
“三级执行令” 南海法院共送拘 177 名被执行人
发布制度，
利用大数据精准定位， （含 1 名外地法院寄押），其中 10
向失信被执行人住所地和经常居
名被执行人在司法拘留期间履行
住地的手机用户弹窗推送 A、
B、
C
义务并获得申请执行人谅解后提
三级执行令。
前解拘出所。
文/珠江时报记者 程虹 通讯员 卢丹伦 徐传村

镇街文化浸润下的社矫实践
“一镇一品”
绘就社会矫正工作
“百花齐放”
■镇街探索

“矫心”+
“服务”帮社矫人员融入社会

小志曾有过抢劫行为，在
接受社区矫正后，原本反叛的
他被唤醒了良知。当一宗抢
劫案发生时，他挺身而出，成
了一名见义勇为的良好市
民。这是桂城司法所报送的
社区矫正微电影《重生》中的
故事，故事的原型是桂城司法
所、关 爱 桂 城“风 信 子”项 目
组。在今年 6 月举办的第十四
届全国法治动漫微电影展播
活动中，
《重生》荣获三等奖。
事实上，
“小志”的故事不
仅仅发生在桂城，在南海的其
他镇街，经过社区矫正后重新
回归社会的人不在少数。
近年来，南海各镇街积极
探索适合本土的社区矫正工
作，并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了镇
街文化，呈现出“一镇一品”新
格局。除上面提到的桂城的
“风信子项目”外，还有如九江
落实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基
地 探 索 社 矫 社 会 化、西 樵 的
“樵山论坛”普法栏目、丹灶的
“起航计划”、狮山的“敬老爱
老”公益服务品牌、大沥的服
务他人认知自身价值、里水的
“青苗计划”等。

文/珠江时报记者 程虹
通讯员 华丽嫦

■狮山司法所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到官窑敬老院协助开展重阳节活动。
（通讯员供图）

■析因

破制度之冰 南海社矫成
“一镇一品”

2010 年，
南海区司法局从公安
机关全面接管社区矫正工作，社区
服刑人员也从当年接管的 275 人，
增加至 2017 年的 1477 人，增长约
5.4倍。
社区服刑人员飞速增加，带来
了不少问题。一方面，顶层制度设
计上，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粗
放，一些监管教育措施难以落实到
位，影响了刑罚执行工作的严肃性
和实际效果；
另一方面，
司法行政部
门专职队伍力量薄弱，直接影响社
矫工作的执行。
这些情况并不是只在南海存
在，
“社矫工作任重道远，我们考察
过，几乎全国的社区矫正工作都面
临这些困难，这是制度不完善等因
素带来的共性问题。
”
南海区司法局
副局长钟伟文表示，但南海也有优
势，经济发达且素来敢为人先。因
此，省司法厅在考察南海时也对南
海的社矫工作寄予厚望，希望南海
能树立标杆。
近年来，南海不断倾斜资源，

包括设置社区矫正中心；购置社区
矫正执法车；建设专职工作队伍，
按照社区服刑人员与社区矫正专
职工作人员 15：1 的标准配备；推
进全区社区矫正信息化指挥监控
系统建设等。今年 6 月，南海区社
区矫正实践实证基地揭牌成立，采
取“司法+高校”的模式，推动基层
社区矫正基础研究、
成效评估、
政策
创新。
“顶层设计的不完善是社矫工
作开展的最大掣肘，但从另一个角
度看，这也为地方探索适合本土的
社矫工作执行方法打开了想象空
间。
”
钟伟文表示。
对社矫人员众多但监管力量薄
弱的南海而言，社会化无疑是一条
理想的出路。借力“司法+社工”的
模式，南海在各镇街积极开展社区
矫正工作，由于社工机构的研究方
向以及镇街本土文化的特色各异，
如今，南海各镇街的社矫工作已经
深深打上本土文化的烙印，并初步
形成
“一镇一品”
格局。

“耐得住寂寞才守得住繁华，
精彩人生从平衡生活开始。”这是
今年 5 月，
西樵镇司法所开展国学
知识讲座时，
南海区国学讲师团成
员、
资深媒体人郭育三对服刑人员
说的一句话。
在西樵，除了有专门的电视
普法栏目——樵山论坛之案例大
家谈外，专门服务社区服刑人员
的国学讲座时有开展，西樵通过
整合资源，引入专业讲师力量，优
选月度教育主题，让社区服刑人
员在接受严格纪律教育的同时，
受到道德、信仰的熏陶，达到“正
心矫行”
的目的。
“正心矫行”
是西樵的探索，
从
服务他人中转变态度则是大沥、
狮

山的探索。
位于广佛交界的大沥黄岐，
因
地理位置特殊，
汇集了不少外来人
口。根据这一特点，
负责跟进大沥
社矫项目的黄手绢心理咨询中心
主任邓赞朋为社矫人员找到了服
务对象：
外来工。
“很多社矫人员也是外来工，
通过爱心互助，帮一些外来工、残
障、智障人士做服务，更能引起共
鸣，从而对自身过错进行深刻反
省。”邓赞朋说，很多社矫人员都
表示，
“ 入矫才感觉自己像个人，
不 仅 提 升 了 自 己 ，还 帮 助 了 别
人。
”
狮山的社矫项目也是如此。
狮山的老龄化程度高，
“孝德文化”

深入人心，
从 2017 年开始，
在社工
机构的组织协调下，
镇内的养老服
务机构结对，搭建一个社区网络，
让社矫人员进入养老服务机构与
老者面对面交流，
让长者的故事感
动、
感染社矫人员。
“之前有个社矫对象谢先
生，刚开始参加社矫服务，从来
不跟我们打招呼，但是我们社工
不放弃，每天跟他打招呼，6 个月
后 ，他 居 然 主 动 跟 我 们 打 招 呼
了。”承接狮山社矫项目的佛山
市博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服务
总监叶家荣说，年复一年做一件
事 ，肯 定 能 打 动 人 心 ，
“心怀善
意，就能释放更多善意，社矫工
作也需要这样。”

构建帮扶网络助未成年人矫治
在社区矫正人群中，
未成年人
是最特殊的一种。
博睿社工曾在里水做过调研，
在对 50 户青少年社矫人员家庭走
访时，
他们发现，
家庭重组、
父母有
过犯罪史、
隔代抚养等因素将直接
影响青少年成长轨迹，
“所以我们
推出
‘青苗计划’
，
主要服务对象有
三类，社矫未成年人，监狱服刑未

成年子女，单亲家庭不良青少年，
通过个案引导、心理疏导、走进家
庭深入了解等形式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
”
叶家荣说。
在桂城，
“风信子计划”
由来已
久，依托这个项目资源，桂城组织
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学习先进人
物事迹、阅读法律书籍、观看富有
教育意义的影片，
还组织他们参与

社区义卖，
增强矫正人员参与活动
积极性。
“去年有一场义卖，不少社矫
人员参与后，思想都发生了转变，
他们以前很怕事，害怕与人沟通，
要么自卑要么破罐子破摔，但是
义卖需要他们主动去沟通去交
流，这就让他们打开了心扉。”邓
赞朋说。

融入镇街文化的
“有为”矫正
在各镇街探索的社矫项目
中，无一例外都带有镇街本土文
化的烙印。
比 如 丹 灶 的“ 有 为 文 化 ”根
基深厚，所以社矫工作也是从“有
为”作为切入口，通过社矫人员与
当地老人结对探访慰问的形式，
让社矫人员在与老人谈心聊天中
接受潜移默化的影响，引导社矫
人员完成从“要我做”到“我要做”

最后到
“我想做”
的转变。
在 九 江 ，结 合“ 行 正 道 做 正
事树正气”的风气，九江创新探
索了社矫社会化，
“ 我们发现社
矫工作最棘手的就是缺乏给社
矫人员‘去标签化’的基地，他们
没有过渡的空间回归社会，这会
直接影响社矫效果。”南海区博
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朱海
蓉介绍。

因此，博雅社工在司法所的
支持下，链接社工委的资金，成立
司法社会企业——
“半爱”企业，
通过聘用社矫人员做手工的形
式，帮助社矫人员顺利回归社会，
“有个社矫人员刚开始连手环都
不愿意带，后来进了‘半爱’，在社
工的关爱包容下，他慢慢的走出
来 了 ，还 为‘ 半 爱 ’链 接 社 会 资
源。
”
朱海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