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从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

获悉， 全市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将加

强学籍管理， 严禁非正常学籍迁

移， 严禁空挂学籍， 严禁人籍分

离。

根据相关规定， 天津市各高中

学校将规范办学行为， 一律不得招

收借读生、 插班生、 旁听生， 不得

接收非本校学籍的考生报名， 不得

将非本校学籍的考生宣传为本校生

源， 不得为非本校学籍的考生出具

任何与高考升学有关的推荐证明材

料。 各区考试机构将主动协调本区

公安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 对考生

户籍和学籍有异议者进行核实。

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相关人

员介绍， 对于空挂学籍、 在学不在

籍等违规考生将坚决予以清退； 对

于违规参加高校招生考试的高级中

等教育学校非应届毕业的在校生，

取消其当年报名资格， 同时给予其

应届毕业当年不得报名参加高校招

生考试的处理； 对于通过非正常户

口迁移、 提供假户籍、 假身份证、

假学历、 假学籍等虚假材料或隐瞒

手段等获取高考资格的， 按有关规

定取消其报名资格和录取资格， 已

升入高校的取消学籍， 并将其违规

违纪情况记入个人档案。

另外， 对于在资格审核中失职

渎职的单位或个人， 以及为考生出

具虚假材料或指使、 协助、 伙同考

生弄虚作假的单位或个人， 依照国

家有关规定做出行政处罚； 构成犯

罪的， 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据了解， 天津市教委、 市考试

院及各区已经面向社会公布 2020

年高考报名举报电话， 对于被举报

的违规个人及单位， 一旦核实无

误， 将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昨天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

院获悉， 近日江苏高院对 54 家涉

及会计审计、 工程造价、 资产评

估、 产品质量、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等鉴定机构停止委托。 这些鉴定机

构在全省各级法院委托鉴定 215 件

案件时严重超期， “久拖不鉴”。

“2014 年江苏高院建立全省

法院统一使用的委托鉴定机构电

子信息平台 。 平台实行动态管

理， 随时接受鉴定机构网络申

请， 及时更新鉴定机构信息， 对

违规违法、 ‘久拖不鉴’ 机构停

止委托， 实现了对鉴定机构的规

范化管理。”

江苏高院司法技术部门有关负

责人介绍， 目前已有 1615 家机构

的 67 个鉴定项目进入平台， 涉及

50 多个专业领域。 2019 年江苏全

省法院近 8 万件案件委托鉴定， 均

通过这一平台选定鉴定机构。

今年 4 月， 江苏高院下发通

知， 要求全省各级法院告知各类鉴

定机构， 对鉴定时间超过 90 日未

完成鉴定的各类鉴定机构， 在全省

法院范围内不再继续委托鉴定案

件， 以建立长效机制， 解决鉴定机

构、 鉴定人无故拖延问题。

□据新华社 “新华视点” 报道

王思聪、 罗永浩被限制高消

费， 贾跃亭因欠下巨额债务未还被

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近期， 不少

商界知名人士因为债务未还被法院

发布“限制消费令”， 或者列入法

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数据显示， 自国内推出“老

赖” 黑名单以来， 累计上榜者已超

过 1400 万人次。 法律如何界定

“老赖”？ 被执行人、 限制消费、 失

信被执行人， 这些名词背后有何规

定和区别？ 我国目前对“老赖” 的

惩治力度到底有多大？

“限制消费” 背后的

“老赖”话题

王思聪被北京市二中院列入被

执行人名单后， 上海市嘉定区法院

近日又对其发出“限制消费令”。

就在前不久， 锤子科技的罗永

浩也被法院发布了“限制消费令”。

罗永浩为此发表了 《一个“老赖”

CEO 的自白》， 称就是“卖艺也要

还钱”。 拖欠众多供应商货款及用

户押金的 ofo CEO 戴威， 也被发

布了“限制消费令”。

此外， 乐视创始人贾跃亭因欠

下巨额债务未还被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 暴风集团的实控人冯鑫多次被

限制高消费后，成为失信被执行人。

“保护嗓子， 请用金嗓子喉

宝” 的广告语曾经火遍大江南北，

金嗓子喉宝的创始人江佩珍前不久

也上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原因是

拖欠数千万元广告费。

何为“老赖”？ 北京市理格丰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郭玉涛解释， 成

为“失信被执行人” 才是法律界定

上的“老赖”。 “简单说， 被执行

人是‘有债没还’， 而失信被执行

人是指‘有钱不还’。 一旦被执行

人明明有钱却赖着不还， 或者隐瞒

转移财产等， 法院就会认为其失

信， 将其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肖飒表示， 限制消费和失信被执行

人都是在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之后

产生的概念。 被执行人如果履行了

义务， 就不会和限制消费以及失信

被执行人产生联系。 “可以说， 限

制消费离成为‘老赖’ 还有一步之

遥。”

国家发改委官网信息显示， 自

2013 年 10 月实施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信息公布制度起， 截至 2019 年

6 月底， 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 1443 万人次， 累计限

制购买飞机票 2682 万人次， 限制

购买动车高铁票 596 万人次， 437

万失信被执行人慑于信用惩戒履行

法律义务。

“老赖”境遇：一处失

信，处处受限

记者调查发现， 成为“老赖”

原因多样， 有熟人之间借款不还

的， 有信用卡长期逾期不还款的，

也有公司经营不善陷入债务危机

的。 由于成为“老赖” 和具体金额

无关， 近两年来， 网贷行业泡沫破

灭产生了大批借款不还的“网贷老

赖”， 金额不大但人数不少。

国内企业信用信息查询平台

“启信宝” 曾在今年 1 月做过统计，

在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 有

很大一部分是企业负责人。 据这个

平台称， 在可查询的企业负责人

中， 董事、 监事以及公司高管， 包

括初创企业的执行董事和监事以上

的公司负责人， 有近 119 万人被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占比接近

10%。

据“法银媒” 平台的失信被执

行人大数据分析， 自然人“老赖”

名单中， 年龄段在 41 岁至 50 岁的

占比 37% ， 31 岁至 40 岁的占

31%， 51 岁至 60 岁的占 17%， 18

岁至 30 岁的占 11%。

“一处失信 ， 处处受限” ，

“限制消费令” 不是简单的一纸文

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

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

定》 明确， 被执行人违反限制消费

令进行消费的行为属于拒不履行人

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裁定的行为， 经查证属实的， 依法

予以拘留、 罚款； 情节严重， 构成

犯罪的， 追究其刑事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

海表示， 限制消费乃至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 都是惩戒失信的手

段， 目的是提高失信成本， 敦促被

执行人自觉履行法院的判决、 裁

定， 而不要当“老赖”。

上抖音、户外大屏，惩

治“老赖”力度不断加大

“借了 20 万元给朋友创业，

后来项目失败， 他被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好几次。 但人联系不到， 钱也

追不回来了。” 北京白领柳女士向

记者感慨。

肖飒表示， “这几年， 随着相

关司法文件落地， 加上互联网技术

的发展， 对‘老赖’ 的曝光力度越

来越大。” 据悉， 各地法院为对付

“老赖” 新招迭出， 电影院、 抖音、

户外大屏幕等轮番上阵。

蓝某 2017 年因借款合同纠纷

被诉至法院， 进入执行程序后未及

时履行义务。 经朋友提醒， 他发现

自己在影院被曝光， 于是赶紧到法

院将 5 万元欠款履行完毕， 将名字

从“老赖” 名单里撤下。

今年 4 月， 钟某刷抖音刷到自

己作为“老赖” 的高清头像和身份

信息在滚动播放， 有好几十万的点

击量。 “亲戚朋友都看到了， 我现

在就把一万块钱还了， 请你们快把

我从抖音上撤下来吧。” 钟某赶紧

央求法院执行法官， 并迅速把欠款

还了。

此外， 一些城市还定期在室外

大屏幕播放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进

行警示。

郭玉涛律师表示， 当前， 人民

法院执行查控网络与有关部门以及

各金融机构、 互联网企业等单位之

间的互联互通正不断加强， 期待未

来进一步完善网络化协作机制， 实

现公共信用信息资源共享， 让“老

赖” 无处藏身。

目前， 有关部门正严厉打击拒

不执行行为。最高院今年3月披露的

数据显示，近3年来，全国法院以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罪犯1.3万

人，拘留失信被执行人50.6万人次，

限制出境3.4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416.3%、135.4%和54.6%。

刘俊海认为， 目前， 我国正从

“基本解决执行难” 跨入“切实解

决执行难” 阶段， 应进一步完善诚

信体系建设， 强化失信联合惩戒机

制。 惩戒失信被执行人不仅能保障

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而且有助

于加速商事流转， 鼓励投资兴业，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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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

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将于今年 12 月 1 日正式实施。 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孙梅君昨天

介绍， 条例强化对违法违规行为的

惩罚， 如增设“处罚到人” 制度、

最高可处法定代表人及相关责任人

年收入 10 倍罚款。

孙梅君昨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了条例的

相关修订重点。

条例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了明确

监管举措， 如禁止利用会议、 讲

座、 健康咨询等任何方式对食品进

行虚假宣传； 对特殊食品检验、 销

售、 标签说明书、 广告等管理作出

规定； 禁止发布没有法定资质的检

验机构所出具的检验报告； 明晰了

进口商对境外出口商和生产企业审

核的内容等。 为进一步提高监管工

作效能， 提出建设食品安全职业化

检查员队伍； 对企业内部举报人给

予重奖； 制定并公布食品中非法添

加物质名录、 补充检验方法等。

在回应百姓关心的猪肉消费市

场问题时， 孙梅君介绍， 猪肉食品

安全有保障。 今年以来， 全国市场

监管部门共抽检猪肉产品 2.3 万批

次， 样品的总体合格率 99.5%。 同

时， 市场监管部门对于发现的违法

违规行为重拳打击， 绝不姑息， 依

法查处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

等违法行为， 坚决维护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从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了解到， 日前， 针对今日头条站

外搜索结果中出现诋毁革命英烈方

志敏同志的不良信息， 该部门严肃

约谈了今日头条相关负责人。

北京市网信办责令今日头条平

台进行整改， 彻底清理相关信息，

处罚有关责任人， 健全内部机制，

完善搜索功能， 切实加强信息搜索

服务管理， 防止歪曲、 丑化、 亵

渎、 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的信

息传播。

今日头条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

严格落实网信部门约谈要求， 切实

履行主体责任， 加强搜索管理， 及

时全面整改。

北京市网信办表示， 属地网站

也要举一反三， 严格执行 《英雄烈

士保护法》，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新修订食品安全法将于12月1日实施

增设“处罚到人” 最高罚款年收入10倍

1400多万人次身陷“老赖”的背后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惩治“老赖”力度不断加大

就“诋毁方志敏不良信息”

北京市网信办约谈今日头条
□据新华社报道

中国法治国际论坛 （2019） 11

月 10 日至 11 日在广州举行。 作为

会议成果， 论坛发布了 《中国法治

国际论坛 （2019） 主席声明》。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

会长陈训秋和广东省委常委、 政法

委书记何忠友担任论坛主席。

论坛发表的声明表示， 要进一

步开展多层次、 多渠道、 全方位的

法治合作。 要支持“一带一路” 参

与方， 进一步深化在网络安全、 打

击跨国犯罪、 打击贩毒、 打击“三

股势力”、 联合执法、 安全保卫等

方面的法治合作； 加强法治政府、

诚信政府建设， 为“一带一路” 建

设夯实法治之基； 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 对话化解分歧， 协商解

决争端， 不断增进法治共识和法治

互信； 加强调解、 仲裁等非诉纠纷

解决领域的交流合作； 推动政策、

规则、 标准三位一体的“软联通”；

严格履行多边和双边经贸协议， 建

立有约束的国际协议履约执行机

制； 共同致力于构建公正、 合理、

透明的高水平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

系；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

规范企业投资经营行为； 完善反腐

败法治体系和机制建设等。

本届论坛以“深化中国法治国

际合作，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为主

题，议题涵盖“一带一路”与创造良

好投资环境、“一带一路” 与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等。 与会代表

一致认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需

要法治进行保障， 希望能够继续加

强交流、 增进共识， 使法治在共建

“一带一路”进程中更好发挥作用。

来自中国和“一带一路” 沿线

的 40 余个国家、 4 个国际组织的

代表约 400 余人与会。

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19）发表成果文件

深化在网络安全等方面法治合作

天津：

重拳治理空挂学籍、人籍分离问题

江苏：

清理54家“久拖不鉴”司法鉴定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