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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情报站

法律服务助力七旬老人追欠款

素社司法所获老人送来锦旗感谢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蔡晓素 通讯员

袁甫若 李海伦）

1 月 7 日上午， 一名七

旬老人满怀感激之情，将一面印有“诚

心为民 廉洁公正” 的锦旗送到素社司

法所负责人手上，感谢司法所这一年多

以来提供法律咨询及跟进指引，帮助其

追讨欠款。

事情追溯到 2017 年春节假期前的

一天，一名七旬老人颤颤巍巍地走进司

法所， 找到素社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希

望寻求法律援助，经过了解，工作人员

大致了解到事情的缘由。

老人借 6万多给远房亲戚难讨回

记者了解到，老人谢某曾于数年前

陆续分 4 次借给远房亲戚李某共计人

民币 6 万余元，李某曾承诺按月归还并

写下借据。 刚开始的几个月，李某还按

照约定的还款日期归还了一部分欠款，

但随后李某均以各种理由推脱并不断

延后还款日期，后因谢某所住的居民楼

申请加装电梯， 加上谢某自身年老体

弱，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就想起了这

几笔欠款，在经过多次跟李某沟通无果

后，来到了素社司法所，希望司法所工

作人员能够提供援助。

本着依法、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

司法所工作人员在前期的介入工作中，

首先通过电话联系当事人李某确认了

事情的真实性，并耐心分析事件利害关

系，希望其如实反映情况，促进双方往

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 李某最终承认

与老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但数月过

后， 老人再次找到司法所， 告知司法

所李某仍没有偿还欠款。 经过再三审

核老人与李某的借款凭据后， 司法所

工作人员发现， 老人与李某之间的部

分债务可能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 基

于老人目前的情况， 司法所工作人员

建议老人与李某双方先通过调解， 重

新确定双方的债权关系， 将所有欠款

凭证规整重新订立一份还款协议， 这

对老人日后的维权也有一定的助益。

起初， 工作人员希望能说服李某自愿

接受调解， 但结果却不尽人意。 工作

人员并没有放弃， 通过多次电话沟通，

向李某诉说老人的现状， 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终于李某的态度出现了软

化， 最终与老人重新签订了还款协议。

老人十分感谢司法所工作人员的热心

帮助， 曾多次希望向司法所工作人员

赠送“礼品”聊表心意，司法所工作人员

都予以了婉拒。

素社司法所工作人员一直跟进帮助

本来以为事情到此完满解决，怎料

又过了数月，老人再次来到司法所寻求

帮助， 表示李某虽然重新签了还款协

议，但至今依旧没有还款。 基于李某这

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脱不还款的情况，

司法所建议老人到法院提起诉讼，依法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老人依法维权

的过程中，司法所工作人员也一直持续

跟进事件的发展，定期询问老人案件审

核情况。 最终老人的诉求获得了法院的

支持，拿到法院的胜诉判决书时，老人

感慨万千。

目前，老人已经向法院申请了执行

判决，但在执行过程中，法院尚未掌控

到李某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老人家对此

不能理解，司法所工作人员又多次耐心

向老人进行了解释，化解了老人心中的

疑惑。

素社司法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司

法所作为素社地区基层司法行政机构，

始终坚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以自

己的微薄之力践行“让每一位人民群

众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素社司法

所真情服务获

锦旗。

通讯员供图

经济普查进入上门登记阶段

信息时报讯（记者 蔡晓素）

目

前，广州的普查登记工作已经正式

铺开，工作人员将佩戴统一制作的

证件上门登记。记者了解到，“四经

普” 共包括 13 个工作环节，2018

年，广州已顺利完成了普查试点及

普查方案制定、 普查区划分及绘

图、普查人员选聘及培训、清查底

册整理、单位及个体经营户清查等

6 个环节的工作。

全市共划分 2729 个普查区、

9159 个普查小区， 选聘和培训约

1.8 万名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收

集整理多部门行政记录数据，编制

清查底册

（

160.22

万个清查对象）

，

并于 2018 年 9~11 月， 对 11 个区

全面开展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地毯

式”清查，初步核实的单位与个体

经营户数是 2013 年“三经普”的

1.5 倍。

街边商铺也要接受普查

按照部署，在前期清查的基础

上，今年 1 月将正式开展普查登记

工作。 普查登记的标准时点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4 时， 对于资

产 、 人员等时点指标填写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数据， 对于

收入、 利润等时期指标填写 2018

年 1 月 1 日到 12 月 31 日的数据。

据介绍，广州市第四次全国经

济普查将精准查实在辖区范围内

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

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

营户的发展状况， 涉及国民经济

17个行业门类。 从覆盖的行业来看，

就是人们常说的工业、 建筑业、服

务业，智能设备制造、互联网平台

服务、创业空间服务等一些近年来

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也将接受这

次普查的检验。无论是大型企业还

是中小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

民营企业、无论是写字楼单位还是

街边商铺，都是普查需要检测的经

济细胞。 各行各业的数据信息，将

共同书写一份中国经济家底清单。

这次普查的主要内容，包括普

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组织结构、人

员工资、生产能力、财务状况、生产

经营和服务活动、能源消费、研发

活动、信息化建设和电子商务交易

情况等。千万家企业的“小账本”将

汇聚成国家经济发展的大数据，为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科学制定中

长期发展规划、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科学准确

的统计信息支撑。

可扫码查询普查员身份

据介绍，上门普查登记的普查

工作人员，会佩戴广东省经普办统

一制作的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证

件，证件加盖广东省第四次全国经

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公章。普查

对象可以通过扫描证件上的二维

码进行身份识别， 也可打电话到

区、镇

（街道）

经济普查机构直接查

实普查人员身份。普查员还会穿着

全市统一印有中国经济普查字样

的红色马甲，并配备有米色普查工

作用袋。

据了解，经济普查对象不能拒

绝参加经济普查。

海珠区经济普查办公室

业务咨询电话：

020-84390036

、

020-89088721

、

020-34372858

投诉建议电话：

020-34385900

素社街经济普查办公室

地址和联系电话

地址：前进路基立北街

27

号之一

联系电话：

34439767

各位街坊请注意，素社街道政务和社区服务中心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搬迁至基立北街

27

号之一办公。

联系电话：

8441885

，

84495877

素社街道政务和社区

服务中心搬新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