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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站台层及地铁车厢内的电视上均

播放荔湾法院曝光的“老赖”信息。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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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荔湾法院出新招敦促失信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

“老赖”信息循环播，地铁乘客点赞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陈子垤 何小敏

通讯员 梁斯睿

1月 7 日开始， 广州荔湾法院在

地铁 1至 9号线、13号线、 知识城线

及 APM 线电视媒体终端滚动播放曝

光失信被执行人宣传片，进一步加大

曝光失信力度和震慑力度。 记者近日

走访发现，此举获不少街坊点赞。 据

了解，各地法院此前采取了多种曝光

形式，让“老赖”无处藏身。

据悉，2019 年 1 月 7 日起，广州

地铁滚动播放荔湾法院曝光失信被

执行人宣传片。 首批失信被执行人

信息共 7 组， 每天循环播放 16 次，

信息定期更换。 失信被执行人的证

件照、姓名、身份证号、欠款金额等

信息均被曝光。 法院呼吁广大群众

积极举报身边的“老赖”，认识被执

行人的群众通知并敦促其联系法院

及时履行义务。

据介绍， 在地铁播放曝光失信

被执行人宣传片是荔湾法院“猎狐

Ⅱ” 系列行动的其中一项举措。 此

前， 荔湾法院已通过率先在全市公

众媒体平台播放“城中老赖个个搜”

执行专题片

（ 播放后，

3

人主动履行

义务 ，

2

人提供线索）

、启动“执行悬

赏保险”机制、发布执行悬赏公告等

一系列举措， 推动形成强大执行震

慑力，让失信被执行人切身体会“一

处失信、处处受限”，敦促其主动履

行义务， 营造全社会支持助力执行

的良好氛围。

根据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

定， 纳入名单的失信被执行人禁止

乘坐飞机、列车软卧、限制在金融机构

贷款或办理信用卡，同时，在政府采

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

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资信

系统记录等方面受到全方位限制。

荔湾法院新做法

“老赖”信息在地铁滚动播放

近日， 记者走访了广州地铁 5

号线、3 号线及 APM 线， 在站台层

及地铁车厢内的电视上均有看到荔

湾法院曝光台曝光的“老赖”信息，

包括其姓名、欠款、身份证号码、地

址等。 记者观察发现，这些信息大约

每隔一小时会播放一次， 每次播出

的时间比较短，大约半分钟。

街坊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记者

随机采访了十名街坊， 大部分街坊

都表示此举很好。 街坊林先生拍手

叫好：“在公众场所播放‘老赖’信息

肯定好的啊， 多少有些震慑作用

的。 ”不过，由于“老赖”信息每次出

现的时间很短，加上信息量较大，使

用的字体较小， 林先生说，“除非认

真看吧，不然一下子就没了，也没能

看清播的内容了。 ”他希望能够改进

一下，“比如字体放大， 播放次数增

多，时长增长。 ”

尽管播放时间很短， 也有街坊

认为，此举或会侵犯到个人隐私权。

对此， 广东旭瑞律师事务所律师陈

伟杰表示，“老赖” 的姓名、 欠款金

额、 身份证号码这些信息已经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站上公开， 所以上述

曝光不会存在任何问题。 但他认为，

“老赖”也有隐私权，所公布的信息

范围不能过于宽泛， 如地址等信息

可适当模糊处理。

一小时播一次，受访街坊点赞

其他创新曝光法

焦点

Focus

公交车流动曝光，“老赖”看到后速还钱

2018 年 4 月起，肇庆端州法院利用公

交车车身广告曝光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向

广大群众曝光其姓名、照片、执行案号、涉

案金额等信息。 公交线路覆盖端州、高要、

鼎湖、大旺市区各大主干道，覆盖面广，流

动性强，让失信被执行人信息随车传遍市

区大街小巷。 同时，这些信息还在城东公

园北门等 4 个公交车站台信息栏同步更

新。 2018 年以来，此举曝光 120 名失信被

执行人， 共促使 56 名被执行人主动联系

法院要求履行义务，执行标的到位金额超

过 487 万元。

其中，一名“老赖”出行时看到了自己

的信息，羞愧难当，主动还钱。 据了解，廖

某在端州某市场经营生鲜家禽产品，其销

售的“生鲜鸡”和“生鲜鸭”两种肉类产品

未按规定进行检验，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依法处以行政罚款 2 万元。 廖某迟迟不

缴纳罚款，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遂到端州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鉴于廖某有能力履行

却拒不履行，法院依法查封了其名下的一

间房屋，并将廖某纳入“公交车流动曝光

台”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018年5月3日，廖

某驾车时看见一辆公交车车身张贴着自

己的头像和失信信息， 顿时觉得颜面尽

失，马上前往法院缴纳了行政罚款2万元。

2.

法院进村贴名单，群众告知“老赖”行踪

为了破解“执行难”，早在 2016 年，广

州白云区法院除了常规的在最高人民法

院官网、 白云法院官网、 广州市机场路

1668 号户外电子公告栏公布“老赖”名单

等做法外，还创新性地开展了“家门口曝

光”执行措施，即前往被执行人户籍所在

的基层村社，与当地村委会、居委会充分

联动，在“老赖”住所地公告栏张贴名单，

敦促其履行生效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2016年11月16日，白云区法院前往白

云区江高镇、石井镇、太和镇和钟落潭镇，

进村张贴了28名“老赖”名单。 信息时报记

者跟随执行法官见证了张贴名单的过程。

执行法官邓法官告诉记者，此次涉及的案

件基本是涉民生案件，被曝光的这些人很

少回家或很晚回家，有的甚至不在村里生

活，为了逃避执行都躲了起来。 在村里公

开信息后，村民都知道被曝光人有个案件

没执行完，村里也会形成一种压力。

2016 年 11 月 28 日上午，执行法官接

到群众举报电话，得知一涉民生案件被执

行人伍某行踪线索。 执行干警随即赶往江

高镇某村，伍某仍拒绝履行债务，之后被

带回法院。 当天下午，法官决定对伍某采

取司法拘留措施。 伍某意识到法院是动真

格的，主动承认了错误，马上叫家人把近

两万元赔偿款送至法院。 伍某当场将执行

款交给申请人，主动履行完毕。

1.

不仅在网络上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各地

法院也会结合工作实际和具体案件实施一些创

新性做法，以期早日兑现当事人胜诉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