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今年5月，
为解决“老赖”问题，南昌市东湖区和西
湖区法院分别在胜利路和中山路集中
公布了一批失信人员名单，督促他们履
行法律义务。时隔3个月后记者回访了
解到，这批“老赖”案件执结率仍然较
低，64名失信被执行人只有 7人主动还
款。

“老赖”违法但取证困难
一年前，某企业负责人王某与他人

发生借贷纠纷。在法院调查过程中，王
某拒绝向法院申报财产，随后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并在今年 5 月份被
公之于众。随后，王某接到一位生意合
作伙伴的电话，称已看到其失信信息，
并欲取消双方合作。迫于无奈，王某随
即主动与法院联系并履行偿还义务。

“类似王某这样的情况实在不多。”
西湖区法院执行局法官卢日久告诉记
者，这些“老赖”一直避而不见，法院很
难找到他们。

根据我国《刑法》，对被判决人对人
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
执行的，可判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罚金。“老赖”拒不还款是否可
以依此定罪？

东湖区法院执行局法官朱金辉表

示，从法律上来说，“老赖”的行为可以
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取证调查方面却
困难重重。“要对他们追究刑责，最重要
的是证据确凿，但他们往往在被执行还
款前就将所有财产转移，我们很难获得
证据，公安机关也难以认定其具备还款
能力。”朱金辉介绍，法院执行人员的权
力非常有限，很多时候需要公安和检察
机关的配合，这其中的沟通协调工作，
也容易耗时耗力。

“限高”或推动解决问题
“老赖”刑责难追究，是否就没有约

束？今年 7 月 1 日开始，最高人民法院
正式实施关于限制失信被执行人高消
费的规定，此类人员买票乘坐飞机、火
车软卧，以及买房贷款时，失信信息将
自动显示，继而就会被禁止消费。“规定
很好，但还需时间推广应用。”卢日久表
示，目前录入到网上失信名单的“老赖”
还不多，根据最高法院统计，在所有失
信被执行案件里，大约只有 10%已经被
录入系统。

但令人欣慰的是，“限高令”的作用
正在逐渐发挥。今年 7 月，一男子主动
来到东湖区法院，要求将离婚后拖欠了
妻儿 4 年的数万元抚养费一次性还清，
原因正是自己无法购买飞机票。

“大名”已在闹市区曝光 仍然厚着脸皮继续赖

南昌3个月仅7名“老赖”主动还债
仍在进行当中的

云南鲁甸地震救援现
场，我们又一次看到了
江西民间救援组织的
身影。来自南昌、新
余、萍乡、上饶等地的
50多名志愿者组成的
江西公益救援总队活
跃在急需帮助的受灾
群众身边。

每当灾难发生时，
以各级政府和军队为主
的救援力量迅速奔赴灾
区。与此同时，源自民
间的巨大力量也会猛然
爆发。除了捐钱、捐物，
还有数以千计的志愿者
自发涌向救灾第一线。
他们推动着灾区的重
建，对主流救援力量形
成了有力的补充。

民间救援组织的热
情值得称赞，但是他们
的专业性却屡屡遭到质
疑。如何把这一只只来
自民间的“爱心之手”握
成一个个坚实的拳头，
发挥出更大的力量？让
我们一起来关注。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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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最近一段时间灾害频繁，
先是海南遭遇台风侵袭，紧接着我省
也受到波及出现严重洪灾，8 月 3 日，
云南又突发地震。关键时刻，有一支
民间救援队伍迅速反应，以最快的时
间到达灾害现场，他们就是南昌应急
救援协会的队员。

马慧娟：海南台风、德安洪灾和云
南鲁甸地震，3种不同的灾害我们采用
了3种不同的模式。我们派了两批共
8名队员前去海南，第一批两名，队员
经验丰富，主要是运送救灾捐赠物资，
第二批6名携带重型装备驱车前往，主
要是处理灾后防疫消毒工作；德安洪
灾也是分了两批前往，第一批队员10
名携带冲锋舟前往救灾，第二批4名作
为后援，参与救灾后还留在当地做信
息员；不久前的云南地震，我们最初获
得的消息说伤亡人数还不多，于是派
了一名队员带了10多顶帐篷前往，后
来得知情况比较严重，我们又派了第
二批队员前去，云南地震总共出动了
25个人，有一些队员至今仍在灾区参
与救援。

主持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
队员都曾经历或见证了这些救灾行动，
能不能分享一下印象最深刻的故事。

黄攀宇：我们有一名队员叫陈洪，
今年50多岁。在海南救灾前后待了
半个多月，回来不到三天就赶赴云南
参与救灾，现在还在云南灾区物资仓
库负责调拨救灾物资。在每次灾难发
生时，他都主动请缨参与救援，去年也
参加了雅安地震的救援。今年为了保
证自己有充足的时间，他干脆辞掉了
工作，今年上半年还去海南和福州参
加了潜水救援培训。现在，他还把自
己正在读大学的女儿也发展成为我们
的一员，利用学习之余帮我们做一些
信息的收集整理等工作。

马慧娟：很多很多事，都让我印象
深刻。在云南光明村，我跟一队志愿者
进行灾情排查。进村的时候，有位70
多岁的老奶奶拉着我们的手说：“我家
里有一些花椒，你们带一点回去。”我们
都说不用，就忙自己的事去了。3个小
时之后，我们完成工作准备回撤时，那
位老太太还在村口等着我们，手里拿了
很大一袋花椒，一定要给我们，我们坚
决不要，老奶奶就一直跟着我们走。

在灾区，当地群众自发组织了一
支摩托车队，负责在汽车不能开进的
道路上运送物资，有一位大哥让我印
象深刻，他在这次地震中，失去了几乎
所有的亲人，只有自己的孩子幸存下
来，他把小孩送到朋友家照顾，每天奔
波在路上帮助大家运送物资。

有一位从新疆来的大叔背来一口
很大的锅，说我去不了前方救援，我在
这里给你们做饭，做力所能及的事。
在灾区，爱是相互传递的，爱也是相互
感染的。

民间救援
民间救援

爱心之手如何握成拳头

爱心之手如何握成拳头？？

嘉 宾：廖晓明 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省政府应急管理专家组成员

单元平 南昌市应急救援协会会长、救援总指挥
黄攀宇 南昌市应急救援协会救援中队中队长

主 持 人：本报记者 张 雪

主持人：作为民间专业救援
队，在得知突发事件的第一时间，
你们都会做哪些调度安排？

单元平：在灾难发生的第一时
间，我们会进行评估，评估灾情严
重程度，需不需要到现场，带什么
装备去，挑选合适的队员。救灾模
式一旦启动，每个小组就要立即行
动起来。信息中心收集当地的天
气、灾害程度、地图、当地政府的联
系电话等，根据地图制作行进路
线；装备处负责安排所需的救援设
备，比如地震救援中所需的液压装
置、发电装置、照明装置、车辆等；
财务计划组做预算，以五到十天为
一周期，计划好所需的补给和资
金；备勤中心为队员买保险，与当
地的指挥中心联系报备，一切准备
就绪马上赶赴灾区。

主持人：南昌应急救援协会成
立于去年7月份，之前协会经历了
漫长而复杂的组建之路，中间多次

更名。这个组织的成长历程，就可
以见证一个单纯充满热情的公益
组织是如何成长为专业的民间救
援组织的。

单元平：最早的确是一群有热
情的人聚在一起萌发的想法。
2007年，我和几位朋友萌生了户外
旅游公益救助的想法。当时规模
很小，也没有专业的训练，只是队
伍中有一些退伍军人，有过类似的
训练。2008年汶川地震，很多志愿
者都奔赴汶川救援，我们就想江西
也应该有专业的民间救援组织，在
这种念头下，慢慢有了团队的雏
形。这几年，我们的组织多次更
名，在跟不同的救援队伍接触合作
的过程中，学习成长，逐步确立了
自己今后的发展方向：大灾救援、
群众性活动的保障、应急救援知识
的宣教。目前，我们协会有救援队
员55名，志愿者350名左右。

为了更加专业，我们进行了很

多培训。首先，根据队员的体能测
试，给出相应的指导意见，分配在不
同的部门；其次，到红十字会进行救
援培训，有专业的医生定期为我们
做体检；然后，就是各种专业培训，
今年在海南做了潜水救援的培训，
紧接着又在福建进行了水上救援培
训，每年还到北京中国国际救援队
训练场进行全方位救援培训等。

主持人：社会对民间救援组织
的热情是认可的，但是其专业性却
受到质疑，从南昌应急救援协会的
成长经历来看，你有什么感触？

廖晓明：民间的救援组织热情
高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很
多问题也会产生。首先是经费的问
题，其次是和政府对接的问题，只有
积极融入政府的整个应急体系中，
民间救援队才能有序地开展工作。
应该说，经历了这几次重大灾难，政
府的应急体系在完善，民间的救援
组织也在成长，是好事。

主持人：民间救援组织还有哪
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单元平：主要有两方面，首先
是安全保障问题，最突出的表现是
队员的保险，就算我们自筹资金都
不好买，保险公司也不愿意为我们
办理。不过，令人高兴的是，今年
在南昌团市委和文明办的努力下，
保险公司给我们47名队员提供了
为期两个月的保险；第二是还不够
职业化，像我们组织里没有一名职
业社工，我们开展很多进社区的宣
教活动，人员凑不齐，场地申请也
总是受挫，而且这些运转都需要经
费，我们本身是不盈利的，关于这

一点我们和政府相关部门也沟通
过，他们也支持我们的想法，但由
于种种原因，还是不顺畅。

主持人：实 践 证 明 ，民 间 救
援组织的确是对政府救援力量
的有力补充，如何发挥民间救援
组织的最大功效？未来民间救
援组织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什么
呢？

廖晓明：民间救援组织在灾
害应急救援中应该是政府救援力
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要完
善现有的应急救援体系，就必须最
大功效地发挥民间救援组织的作
用，把各种民间救援组织及其行为

纳入整个政府事故应急救援体系，
由各级政府应急管理指挥中心统
一协调、统一管理、统一指挥。作
为政府层面，对民间救援组织的救
援行为可以采取两种方式管理：一
是对民间救援组织的志愿救援行
为应鼓励支持并尽可能提供保障；
二是可对民间救援组织的救援行
为采取有偿购买服务方式，政府不
可能组织应对各种灾害的常备专
业救援队伍，这样既可以弥补政府
救援组织专业力量的不足，又可以
使民间救援组织的专业救援技术
得到更好的提高，并促进民间救援
组织的蓬勃发展。

《江报直播室》是江西日
报和中国江西网联合主办的
全国第一个报网互动视频直
播栏目，为进一步加强与网
友、读者的互动，我们真诚地
向你征集话题，并希望得到
你的意见与建议。联系电
话：13870697972。

登 录 大 江 网（http://
www.jxnews.com.cn），即可
在网上收看本期《江报直播
室》的实况。

冲在救援第一线
向“精准救灾”靠拢

期待得到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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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张 雪 见习记者 卞 晔 实习生 孙沐雨 摄影：本报记者 杨继红

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 实习生
章丽君）8月14日下午，南昌市新魏路南
昌铁路局 200 平方米违建店面被拆除。
至此，青山湖区完成南昌市第二轮“双
拆”全部工作任务，成为第一个完成该项
工作的城区。目前，南昌市共拆除省直
单位（含中央驻赣单位）违章建筑、临时
建筑207处，拆除面积11.48万平方米。

据了解，青山湖区完成省直单位21
家、点位45个（含铁路）的“双拆”任务，总
面积达 30418.4 平方米。青山湖区“双
拆”办主任余国权表示，拆违拆临工作全
部结束后，将全面转入还路建绿工作。
目前，青山湖区在南京东路（南昌大学
校区）、省科学院、省气象局、塘山街4处
建立生态停车场1800平方米。

南昌“双拆”面积已超11万平方米

本报南昌讯 （记者郑荣林）8 月 14
日，记者从南昌市城管委获悉，即日起
将展开施工围挡专项整治，店面装修等
临时占道围挡必须明确设置时间和范
围，严禁围挡上未经批准出现商业广告
或宣传本企业广告画面内容。

据了解，南昌市今后将严格围挡审
批，城市道路主管部门在审批临街店面
装修临时占道和市政工程道路挖掘时，
必须明确施工围挡的设置标准、时间、
范围，同时将审批内容抄送道路养护部
门和城管执法部门。严禁使用竹笆、编
织袋、彩条布等做围挡和毛竹搭架围挡

施工。
此外，对围挡设置标准也进行规

范，市政工程及设施维护、抢修作业施
工围挡，采用注水式塑料围挡；临街店
面装饰装修要采取彩钢板围挡，严控区
道路围挡高度不低于 2.5 米，控制区和
一般区道路围挡高度不低于 1.8米；“双
拆”工地要采用硬质材料进行围挡，必
须先围挡后施工。施工单位要安排专
人负责围挡的保洁、定期清洗，破损后
的围挡要及时修复。施工结束后要及
时拆除围挡，并做好清理工作，建材及
建筑垃圾不得堆放围挡外。

南昌向擅自占道施工围挡“开刀”
临街店面装修要用彩钢板围挡

本报南昌讯 （记者杜金存 实习生
吴俊宇）8月 13日，根据群众投诉，南昌
市红谷滩新区多个部门联合执法，捣毁
了一个炼油黑作坊。

8月11日，有群众投诉，在红谷滩新
区碟子湖大道卫东村的一处建材仓库
内暗藏炼油作坊。该作坊利用猪皮和
碎猪肉作为原材料，在大铁锅内熬油。
黑作坊时常黑烟滚滚，散发出恶臭。知

情者透露，时常有工厂来收购油品，用
途不明。

8 月 13 日，红谷滩新区质监等多部
门来到现场联合执法。据卫东村村干
部反映，该作坊早在 6 月份就被执法部
门处理过，近日又悄然“复活”。经执法
部门调查，该作坊无营业执照等相关证
件，属于黑作坊。执法人员当即捣毁了
炼油灶台，并将黑作坊关停。

炼油黑作坊藏身建材仓库
多部门联合执法将其捣毁

本报南昌讯 （记者徐黎明）副
高没有了脾气，南昌市民沉浸在凉
爽的末伏天里。这个周末，中雨天
气高调亮相，舒适的气温让大家更
加惬意。

雨水迷城，微风习习，这个末
伏，恐怕是洪城最凉快的伏天。14
日，南昌天气阴沉，似乎酝酿一场豪

雨的到来。周五天气短暂转好，随
即又将被雨水取代。预计这个周
末，南昌雨水连绵，气温继续走下坡
路线。

15 日 ，南 昌 阴 天 多 云 ，气 温
23℃—29℃；16 日阴有中雨 ，气温
24℃—27℃；17 日阴有小到中雨 ，
气温24℃—27℃。

雨神驾到 惬意舒适

省城八一大道整治行人攀爬护栏行为
本报南昌讯（记者蔡颖辉）8 月 14

日，记者了解到，南昌市交管局专门对八
一大道沿线攀爬绿化带与护栏的行为进
行了整治，加装了部分设施，希望能解决
一些行人在车流中不顾安全攀爬护栏的
老问题。

在八一大道维持交通的协警老李告
诉记者，八一大道中心隔离花圃出现过
80 多个缺口，都是行人翻越踩出来的。
为了杜绝这种现象，交管部门在八一大

道的绿化带中安装过铁丝网，但经常被
剪断。现在，在百货大楼与江西宾馆之
间，安排了交通协管员站岗，拦阻冲进机
动车道翻越绿化带的行人。

辖区交警表示，每天仅他们拦阻的
攀爬者就有近 50人，由于八一广场地下
通道到江西宾馆地下通道之间的距离达
到了 750 米，确实造成了过街的不方
便。“我们也打过报告，希望建设过街设
施，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复。”

公 告
付辉女士：

你于 2014 年 6 月 16 日擅自离职至今，
与你多次联系未果，请你务必于2014年9月
12日前到我司（南昌办事处）办理包括但不
限于薪资结算、账目、货款审核在内的离职、
交接手续，如再逾期，我司将依据公司制度

及现行法律法规做出处理决定，并视为自动
解除劳动合同。同时，公司保留依法追究违
规违法员工法律责任的权利。

特此通告送达。
广东龙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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