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昌平区司法局

提醒：两年内申请执行最有利，及时提供“老赖”信息

2月12日， 房山法院通过远
程视频， 向15个被拖欠工资的网
游职员发放了工资， 涉案金额17
万余元。 因这些员工身处各地，
这样做既能让他们尽快拿到了
钱， 又免去了他们的奔波劳累。

据了解 ， 这是最近一个月
来， 北京法院第三次大规模地向
职工发放欠薪。 由于老板欠薪后
多以 “拖” 和 “人间蒸发” 等方
式躲避讨薪， 执行法官为讨还这
些钱想了许多办法。

释法明理倒逼老板付欠薪

从天津来北京工作的老李想
不明白， 为什么老板开着一百多
万的豪车却不偿还拖欠他们多年
的工资。

“我带着十几个人到他的公
司干了两年，大部分工资被拖欠。
每次老板都说，现在周转不灵，等
有钱就给我们。有一年过年，我们
已经将近一年没拿到工资了，老
板就给每个人发了5000元。 ”老李
说，直到他们申请劳动仲裁前，老
板还在重复以前的话。

老板总共欠他们40多万元 ，
老李和同事们拿到胜诉的劳动仲
裁结果后又折腾了一年多， 可连
老板的面都没见。 由于公司关门
了， 老板在北京通州和河北涿州
都有住处，他们就在两地来回跑。

最近， 听说老板在其他地方
注册了新公司， 老李等人来到通
州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通州法院执行法官王林说 ，
拖欠工资的老板都是以 “没钱”
作为欠薪理由 ， 很多人还会玩
“人间蒸发” 游戏。 莫说不接电
话、 见不着人， 就是找到了， 他
们硬说没钱也没办法。

不过， 慑于法律的权威， 王
法官说， 当法院把双方当事人叫
到一起协商时， 老板们也通常会
制定出还款计划， 比如多长时间

给一次， 每次给多少钱等。
这一次，在法官的努力下，不

仅找到了这个老板， 该老板在法
官 详 细 释 明 不 履 行 生 效 裁 决
的 法 律后果后还答应尽快筹款
还账。

近日， 老李等人从通州法院
领回了自己被拖欠多年的工资，
而且一分钱都没有少。

对欠薪老板限制高消费

根据最高法规定， 被采取限
制消费的失信被执行人， 不能乘
坐飞机、列车软卧、其子女不能就
读高收费的私立学校、 不能购买
不动产、不能旅游度假等。

“限高令让不执行判决裁定
的人有所顾忌 ， 并最终冒出头
来。 比如， 最近就有一个年轻的
老板拖欠了15个员工的工资。 因
为对他采取了限制高消费的手
段， 他出差、 过年回家都受到限
制 ， 由 于 憋 不 住 了 便 主 动 跟
员工和法院联系。” 房山法院法
官张来喜说， 该公司欠15名员工
17万 元 工 资 ， 法 官 将 老 板 列
入 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 ， 对他限
制高消费。

“没多久， 公司法务人员就
给法院打电话说， 限制高消费后
老板出行十分不便 ， 希望能撤
销。” 张法官说， 此前， 老板已
经与几位员工联系了， 希望员工
少要一点， 还要求员工先从法院
撤案。 由于员工不同意， 法务人
员才主动给法官打电话。

张法官要求老板本人与他沟
通 ， 并告诉该老板 ， 其拖欠工
资， 还几次三番地要求员工 “降
价”、 “撤案”， 其行为正是法院
打击的 “老赖” 行为， 要求他立
刻执行法院判决。 若其没有正当
理由， 限高令不会撤销。

近日， 该老板把执行款项全
额打到了法院的执行账户上。

法院公安联动“临控”欠薪老板

通州法院王林法官说， 法院
与公安机关还联合制定了执行联
动机制， 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可将
未履行义务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报送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发现被
执行人行踪后， 可当即对被执行
人采取临时控制措施。

通州一家制衣厂倒闭后， 20
多名员工因没有拿到足额工资到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涉案金额50
多万元。 王法官说， 法院依法对
制衣厂老板采取 “临控” 措施。

由于工资是员工养家糊口的
本钱。 工资被拖欠以后， 他们的
情绪十分激动。 执行法官将老板
的个人信息通知公安机关后， 不
久， 这位老板就因治安问题被公
安机关扣押。 公安机关将此消息
第一时间通知了法院。

“我们带着法警到公安机关
把老板接回法院， 跟他说明， 如
果依然不履行判决， 就对他进行
司法拘留。” 王法官说， 当天对
老板进行司法拘留后， 其亲属很
快把50多万元案款交到法院。

“案款到位后， 我们立刻联
系那些被欠薪的职工到法院领取
工资。” 王法官说。

想方设法让囤货变成现钱

2月1日， 房山法院和拍卖机
构的工作人员来到房山区一家电
暖气公司， 查封了该公司库房里
的部分产品。 这批产品将于近期
在网上进行司法拍卖， 所得款项
将支付给18名前公司员工。

法院与拍卖机构一起到被执
行公司查封产品， 查封同时评估
产品价格， 这在全国法院系统尚
是首例。 负责此案的执行法官张
春生说 ， 这将大大缩短执行时
间， 能尽快让职工拿到被拖欠的

加班费和补偿金。
据介绍， 传统的司法拍卖需

要摇号确定评估机构， 然后由确
定出来的机构对产品进行价格评
估， 才能进入拍卖程序。 而这次
评估因为直接邀请拍卖平台的专
业人员参与， 省去了摇号确定评
估机构的程序和一个月的评估时
间。 目前， 该案的申请执行人已
经拿到了部分工资。

另外， 通州法院的王林法官
告诉记者 ， 有时找不到老板本
人， 他们会冻结公司的账户或找
寻公司可能收到的款项。 “在一
个案件中， 我们了解到公司有可
能获得政府的一笔奖励资金， 于
是提前与发放该款项的科室联
系， 将这笔钱作为执行款打到了
法院的执行账户上， 最终发放给
了职工们。”

法官提醒
申请执行要快 有 “老

赖”信息要报

通州法院的王林法官提示
说， 各位已经拿到胜诉判决或裁
定的员工，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有
期限限制， 要尽快到法院立案。
判决或裁定生效两年之内申请执
行， 对申请执行人有利。 如果超
过两年的期限， 法院虽然可以立
案受理， 但是被申请执行人会以
超过时效进行抗辩， 这对申请执
行人非常不利。

王林法官还介绍， 各位申请
执行人要尽量留意被执行人的人
身信息， 及时向法院提供。 “比
如老板的家庭住址， 可能出现在
哪里， 公司有哪些账户可能有资
金往来， 这些信息对执行工作非
常有帮助。”

而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的
老板， 不仅会受到 “司法拘留”
“限制高消费” 制裁， 如果情节
恶劣， 还将会面临刑事处罚。

□本报记者 李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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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持续增强农民工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 扩大基
层司法行政在外来务工人员尤其
是农民工生活工作周边的影响力
度和服务渠道， 确保农民工治欠
保支工作落实到位， 昌平区在春
节来临前夕集中开展了农民工治
欠保支暨“情系农民工，法律援助
在行动”系列专题活动。

一、深入宣传，促进学法用法
依法维权

为了扩大活动影响范围，提
高本项工作的覆盖范围， 由各法
律援助工作站牵头， 联合街道工
作力量， 抓住年末欠薪类纠纷高
发时间节点， 开展农民工讨薪矛
盾纠纷专项宣传咨询活动。 如城
南、十三陵、小汤山、流村、天北等
法律援助工作站在工地、 务工者
居住地等开展专项法律援助宣
传,为即将返乡的农民工送上“法
治大礼包”；北七家法律援助工作
站关切社区服刑、 安置帮教等特
殊群体农民工，要求其理性维权，
切实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境况，
让法律援助的阳光切切实实温暖
了特殊人群农民工； 将维权活动
与全区重点工作结合， 马池口法
律援助工作站深入 “兴延高速路
第九标段”施工工地，为一线的工
人送去了法律援助。活动期间，全
区共开展农民工法律援助宣传32
场次， 开展集中法律援助咨询活
动48场次。

二、便捷援助，有效化解欠薪
疑难杂症

在宣传过程中， 就法律援助
申请条件、 程序及如何申请法律
援助等知识进行了集中宣传，并
重点对《法律援助条例》中涉及农
民工申请法律援助的相关规定进
行详细解读， 提升了法律援助在
基层、 在农民工和外来务工人员
间的影响力和知悉度。 工作人员
及村居法律顾问律师也在宣传活
动现场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
就欠薪、工伤、劳动保险等方面的
重点、 难点问题进行耐心细致的
解答，力争让农民工做个明白人，
明白遇到讨薪难题时如何方便快
捷申请获得法律援助， 如何强化
日常学法主动规避权益受损。 活
动中积极发动基层信息员、 调解
员400人次参与，排查并化解纠纷
隐患70余起， 为充分发挥基层司
法行政服务作用， 服务保障农民
工等群体合法权益营造了良好的
法治氛围和社会环境。

三、高度重视，强化排查化解
工作力度

百善 、崔村 、沙河 、霍营 、南
邵、回龙观等法律援助工作站，在
农民工返乡潮来临之前， 配合属
地街道镇政府开展辖区内专项矛
盾纠纷排查及化解工作。 一是全
覆盖确保无遗漏。 针对辖区内既
有大的工厂企业又有小的大棚种
植、苗圃园林、作坊的实际情况，
展开大面积排查，做到无一遗漏；
二是多渠道获取线索。 除了深入
用工场所排查是否有矛盾纠纷、
拖欠工资等情况存在外， 还深入
前往农民工居住地、集散地、村居
民家中等多个渠道了解情况，掌
握农民工工资领取及返乡安排等
一手情况。

昌平区三举措
落实服务农民工
治欠保支工作

执执行行法法官官追追讨讨欠欠薪薪有有妙妙招招

就国人习惯而言， 燃放烟花
爆竹是迎新春过大年必不可少的
庆祝方式。 然而， 这种习俗给人
们带来快乐的同时， 也引发不少
事故纠纷。 对此， 房山区法院法
官通过以下2个案例， 提请大家
注意防范。

案例1
化粪池边燃放爆竹
自伤孩子自己负责

2011年2月2日晚上11点50分
左 右 ， 于 某 带 领 女 儿 于 小 某
在 楼 门口燃放烟花爆竹 。 在燃
放烟花时， 距离其一米左右的化
粪池忽然发生爆炸， 造成于小某
受 伤 。 于 小 某 将 小 区 物 业 公
司 诉 至法院 ， 要求赔偿医疗费
等损失。

物业公司辩称， 其节前已对
所辖小区居民进行了不许在小区
内燃放鞭炮的提示和告知， 并在

事发前又对小区内燃放鞭炮的居
民进行了阻拦。 由于其在春节前
已委托清洁公司对小区内化粪池
进行了清掏， 因此事故的发生是
于某监管不到位造成的， 公司不
承担任何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 于某应当了
解安全燃放烟花爆竹的常识， 其
带领女儿在非政府指定燃放点即
化粪池附近燃放烟花， 并引燃化
粪池中的沼气造成爆炸， 该行为
有明显不当之处。 此外， 于某明
知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属于较
危险的行为， 其作为监护人在女
儿进行较危险行为时未尽到合理
的监护职责， 故应承担本次事故
的次要责任。

法官提示
燃放烟花爆竹属于危险行

为， 家长在带领未成年子女燃放
时应该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 合
理选择燃放地点， 购买合格烟花

产品。 同时， 要事先告知子女燃
放烟花爆竹时的注意事项， 做好
安全防范， 避免伤害事故发生。

案例2
消防栓无水难灭火
物业公司赔偿业主

2017年1月30日晚8时许， 任
某刚把小车停放在停车位上， 米
某便在停车位附近燃放烟花。 米
某回家后， 与其住在同一单元的
王某在上楼时， 转身将米某燃放
后的烟花爆竹筒踢至任某小车左
前方车轮处。 此时， 该烟花筒尚
处于燃烧状态。

当晚， 任某的小车左前轮着
火。 物业公司安保人员到达现场
拉出消防栓灭火时， 因消防栓没
水而未能成功。 事后， 任某将米
某、 王某及物业公司诉至法院，
要求赔偿车辆损失。

法院审理认为， 物业公司对

米某燃放炮竹的行为未及时发现
并制止， 导致小区内随意燃放烟
花。 在米某燃放烟花后， 该公司
也没有对烟花燃放残留物及时进
行清理， 属于对现场监管不力。
发生火灾后， 该公司亦未能保证
消防灭火设施即时可用， 未尽到
其安全管理和防范义务。 因此，
该公司对本案车辆损害的发生存
在一定过错， 应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

法官提示
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管理

者， 应对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
事项进行严格监管。 除对违规燃
放烟花爆竹的行为及时制止 ，
对 燃 放 烟 花 爆 竹 的 残 留 物 及
时清理外， 还要加强安全巡逻，
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 。 同
时 ， 还应保障消防器材完好有
效， 不能因消防器材不能使用而
扩大损失。

烟花燃放易酿事故 谁违法规谁担责任
□本报记者 闫长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