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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首发限驾令
23“老赖”受约束

王海波最近没开车了，好在工程还没入场，最近用车不多。而且
也不是没办法——实在要用车的时候，“坐朋友的”。

十多天前，眉山市洪雅县法院对王海波等23人发布了“限驾令”：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在未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前，不得有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驾驶行为。这也是四
川发出的首个“限驾令”。

“老赖”限驾令，执行效果究竟如何？如何在严打“老赖”的同时，
保证“老赖”的基本权利？连日来，成都商报多地探访，对话多名被限
驾的“老赖”，深度观察四川首个“限驾令”。

记者发现，除了王海波，洪雅县法院发出的这份“限驾令”似乎对
其他人的生活影响不是太大。目前，只有一名被限驾的人员主动联系
法院，对接还款事宜。

成都商报记者看到，23人的限驾名单
中，有17人欠洪雅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钱，
金额在3万-8万元多不等。

“这批有17人，但不代表只有这17人欠
我们的钱不还。”工作人员称，起诉只是手
段，目的是让他们履行自己的义务。“还有
人贷款比他们更多的，也有经济比他们更
困难的，但我们为什么没起诉呢？”

在这位工作人员看来，是否诚信是起
诉的标准之一，有些贷款人虽然经济困难，
但人家一直在积极面对，制定还款计划，哪
怕一个月只还几百千把元。而像章山这种，
借了钱多次沟通都没有效果，既不来主动
对接，也不来制定还款计划，信用社只有起
诉了。

23名限驾人中唯一的一名90后是洪雅
县止戈镇的赵某，中国人民财产股份有限
公司洪雅支公司提供的资料显示，2016年2

月，赵某醉酒后驾驶父亲名下的越野车致3
人受伤，经交警认定负全责，并欠下中国人
民财产股份有限公司洪雅支公司11.5万元。

该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事发后赵
某一家只是托人来打听过，其和家人从未
正面来商谈过相关事宜，一直对此不理不
问，无奈之下公司只得将其诉之法院。

判决下来，赵某一家依旧未前来偿还
欠债，之后，赵某被列入失信人和限驾名
单。6月4日，面对成都商报记者的询问，其
家人数次高声反问：我们不害怕哪个，我们
的事情，关你们什么事？

“他当时开的他父亲的越野车，这部车
购买的价格都是25万，难道还不上这个
钱？”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说。像赵某这样
的“老赖”，还有不少，至少三名限驾者在成
都商报记者提及此事时，都没有给出态度，
直接拒绝了采访。

5月25日，眉山市洪雅县法
院对王海波等23人发布了“限驾
令”：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在未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前，不
得有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驾驶
行为。这也是四川发出的首个

“限驾令”。
此前，全国多地法院出台“老

赖”“限驾令”，限制被执行人驾驶
非营运性小型汽车。在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限制“老赖”高消费的规
定里，明确列举了不能坐飞机、不
能买车、子女不能上高收费私立
学校等情形，但其中并不包含限
制驾车。

如何界定是生活、工作
必需之外的驾驶？

黄松：常规性的工作和生活
必需的驾驶好理解，比如送病人
去医院等就是必需的，但一些吃
饭、谈事、送人、旅游等这些就不
是必需的。

如何来限制其工作、生
活必需外的驾驶？

黄松：在日常巡查以及专项
执法过程中，交警部门若发现限
驾被执行人驾驶非营运车辆的，
将及时向法院通报。法院工作人
员会到场，如果是因工作或生活
必须提前申请获法院批准的，经
查属实的将予以放行。如果没申
请或者撒谎，法院将调查核实真
实性，如果核实到限驾者在说谎，
我们根据其态度和案件等执行情
况，对其进行教育、训诫、约谈甚
至拘留等措施。但原则是，不会突
破法律的规定。

申请执行人和社会公众可对
限驾被执行人驾驶非营运车辆的
行为进行举报，符合规定条件的，
给予奖励。被执行人履行完毕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
法院将及时解除其限驾令。

章平这样并无驾驶能
力的人，为何也发出了“限
驾令”？

黄松：今年4月份，洪雅法院
公布了32名失信人名单，请网格
员以公告的形式张贴在所在的失
信被执行人所在村组（社区）等，5
月，洪雅法院执行局初步筛选出
23人，对其发布了“限驾令”。

但“限驾令”发出后，法院不
会不管，会有回访机制，看看申请
人、被执行人和社会大众的反响
态度等，也会和交警做进一步对
接，法院在回访过程中，会进行更
详细的调查，如调查属实，会撤销
其限驾令，“只是现在刚刚探索着
才发布，加上这段时间工作很忙，
还没有来得及启动回访等。

履行能力较差的精准扶
贫户等为何被纳入失信人或
限驾名单？

黄松：每个家庭的履行能力
有大小，有些人家里是贫困户，但
本人是有劳动力，收入也较高。之
前就有类似的案例，一个贫困户
家中的一人在外务工，有合法收
入且能履行还款能力，但他拒不
履行，我们对其拘留了15天后，他
对我们制定了每个月还几百元的
还款计划。

“如果有些被执行人经过我
们连续几个阶段调查，发现其确
实暂无还款能力，这就不涉及到
诚信了，我们不会再对其列为失
信人，不过，被执行人的限制高消
费这一块我们会一直保留，只要
一查到有高消费等行为，该处罚
就要处罚。”黄松说，这23人中，我
们经过回访，该撤销的会撤销，但
如果有还款能力仍不执行的话，
下一步我们会采取更严厉的措
施，如拘留等。

惩罚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措
施，是为了进一步压缩“老赖”们的
出行等空间，倒逼他们前来履行还
款义务，建立其诚信体系，慢慢扭
转社会上不良的社会风气，但这不
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过程。

成都商报记者蒋麟 摄影报道
（除黄松之外系化名）

6月5日下午2时，眉山市洪雅县城区室外温度
接近30℃，烈日炙烤下，停车场坐在树下的保安不
停摇着扇子，擦拭着脸上的汗水。

50米外的一个写字楼的茶楼里，空调吹出的凉
意，俨然另一个季节。43岁的王海波坐在沙发上，T
恤短裤，面前一杯绿茶，一包中华烟。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刚一见面，理着平头的
王海波就抛出了疑问。

“在这个地方，认识你的人还是不少吧？他们说
你以前是身家几千万的老板。”

得到成都商报记者的回答后，王海波站起来
伸出了手，黝黑的脸上浮出一丝笑容，递烟时，手
腕上的金表和手臂上疤痕格外引人注目。“不说
这些，那都是过去的事。”王海波如今仍在做工
程，手下还有几十号人，“你需要几百个人，我也
能很快给你调来”。落座一会儿，就有几人前来打
招呼：“王总”。

这个别人眼里的王总，还有一个身份是“老赖。”
欠朋友近十万元，洪雅县法院判决后仍未支

付，法院将其列入了失信人名单，因有履行能力而
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5月25日，洪雅县
法院对王海波等23人发布“限驾令”，在未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前，不得有非生活和工作必需
的驾驶行为。

这是洪雅县法院继“失信彩铃”“悬赏执行保
险”等多重惩治“老赖”措施后的又一新举措，也是
四川省法院首次向失信被执行人发出“限驾令”。

洪雅县法院执行局局长黄松介绍，“限驾令”文
书包括两个文书，一个文书是发给失信被执行人本
人的“限驾令”，另一个则是张贴在失信被执行人所
在村组（社区）的公告。黄松说，如果确实因为生活
或工作所需，必须进行非营运驾驶，要先向法院提
出申请，获得批准后才能驾驶。如果违反“限驾令”
并查证属实，法院将视情节依法给予罚款、拘留等
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茶楼里，绿色的茶尖在杯中漂浮上下，王海波
说，这杯茶就像自己的人生一样，起起伏伏。“现在
我债还没还清，你看我在喝茶，其实，我哪里能安心
喝茶哦？”

王海波或许确实心难安，因为失信、限驾给他
带来的不便已显现。今年4月，被列入失信人名单
后，王海波一开始以为，撕下张贴在村头的公告就
是了，但让他没想到是，在准备乘飞机前往广西谈
生意时，因被列入了失信人名单，无法购买飞机票，
几番争取无果后，王海波只能选择和朋友驾车前
往，从成都到广西，将近15个小时的车程，让王海波
直呼：遭不住。

外出是坐朋友的车

如今，再被限驾。王海波表示，自己的车被法院
抵押，外出是坐朋友的车。

不过，由于尚在等待工程进场，今年以来，王海
波基本上都是早上出门坐茶楼，和朋友们说事，商量
点工程上的事，打点牌，晚些时候回家，用车的时候
并不多。“肯定不方便，而且以后会越来越不方便。”

王海波是洪雅本地人，初中毕业后，做起了工
程。按照他自己的话说，轻轻松松挣过钱，也如流水
般花过钱，近百万的车，好些年前就在开了，只要是
外地朋友来，吃喝玩乐全部包完，到了成都等地，一
晚上几万十来万，眼睛都不会眨一下，过年聚餐，至
少都是几十桌。

在经历婚姻破裂等风波后，几年前，王海波背
负着几百万的债务离开了洪雅，他解释，这并不是跑
路，而是到外面挣钱还债。“我走之前，给债主们发过
一条短消息，大概的意思是，钱我认，我去挣来慢慢
还。”期间，因手机掉入海中，外地无法补办手机卡，
只能更换手机号，致使王海波和许多人失去了联系。
王海波认为，这让一些人可能认为自己跑路了，加上
自己觉得愧对父母，给父母在老家修了新房，一些债
主就认为自己有钱，所以就起诉了自己。

王海波自称，这些年自己一直在积极还债，欠
的钱从几百万到现在只剩约50余万了，目前自己还
有点钱，但他并未透露金额。

有钱为何不还债？王海波辩解，自己不只欠朋
友一个人的钱，要是把这些钱全部拿去还了债，就
没有本钱去做工程，到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拿
不到钱，就会找来起诉自己。

“几百万我都还了，还差这点钱？离婚时，我提
着一个包包抹着眼泪出了门，都没有倒下，现在我
会倒下？。”王海波甚至向成都商报记者展示了几张
别人给他打的欠条，欠条显示，总金额超过百万，

“争取今年把所有债务还清了，把限驾令和失信人
信息撤销了，就过点平淡点的日子”。

畅谈还款计划时，王海波显得信心十足。
然而，并不是其他22人都有他这样的信心。

从洪雅县城而出，沿着弯曲山路驱车
半小时，再走十分钟田间小道，山腰上的几
间青瓦房出现在眼前，这是章平父子的家。

在23人限驾令的名单中，章平和章山
是一对父子。5年前，两人向洪雅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借款49000元用于购车，但借款
后一直未还款付息。判决后，两人被列入失
信人名单和限驾名单。

60岁的章平5年前脑梗死，留下的后遗
症是左手无法动弹，起身也需要人扶。对于
欠款，他和家人都点头承认，不停地致歉：
哎，对不起哦，现在我连走都走不动了，没
得办法出去挣钱了，要是我没生这个病，这
些钱早就还了……

2013年8月13日，章平一家向信用社贷
款49000元，加上向亲朋好友借了些钱，花
了将近20万元买下一辆货车，作为担保，章
平、章山等人为共同借款人。彼时，章平在
深圳打工，章山在乐山跑货运，一家人期盼
着好日子，但当年12月，章平突发脑梗死住
院，章山放下生意前往深圳照顾父亲。

2014年1月，章平出院回家，但住院花
光了之前攒下准备还款的钱，货车生意所
托非人，月月亏损，无奈之下，章山以10万
元将货车出售，这些钱一部分用于父亲治
病，一部分归还亲朋好友。

卖货车时所得钱财为何不先还信用
社？章山的理由是，父亲生病了，花了一部
分钱，亲朋好友知道我们有贷款，催得很

紧，所以，就先还了亲朋好友的。
父亲好些之后，母亲又生病，家里只出

不进，随后，章山外出务工。在接受成都商
报记者采访时，章山称，除了家庭生活和必
要开支，这两年多来，自己打工存有1万多
元，但老板还没有支付给自己，今年，自己
到了西藏打工，挣的钱也只够家里开销的，
暂时没有办法还债，加上这些年回来的时
间少，也就没有和信用社联系。

章平证实了儿子的说法，60多岁的他
如今几乎半身不遂，活动范围几乎就只能
在家，对被列入失信人名单和限驾没有太
多担心，却十分担心对儿子的影响。

章山也表示，失信人和限驾对自己影
响较大，如今自己在外地打工，有时会帮老
板开车。“不能开车了，说不定工作也保不
了。”章山也知道，只有把债还清了，这些限
制才能被撤销。可女儿马上读小学，父亲每
个月也要千元左右药钱，加上一家四口人的
生活，没有多余的钱去还债。

章平的客厅门口，贴着一张精准扶贫
卡，上面显示着，章平一家为精准扶贫户。

成都商报记者从其所在的村委会和乡
政府证实此事，对于章平一家，汉王乡政府
指定了专门的帮扶人，帮扶内容为“异地搬
迁、种茶两亩”。

洪雅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一位工作人
员认为，欠钱还钱，这是诚信；而家里经济
条件不好，政府可以通过其他渠道予以帮
助，这是帮助。不能以经济条件不好为由，
就不还钱。

被
限
驾
之
后

23人中，有赵某这种拒不偿还的，有章
山这种自称困难暂无法偿还的，还包括有
偿还能力却顾不上起诉者的。

38岁的杨建认可债务，愿意偿还，也有
一定偿还能力，不过他却表示要先还亲朋
好友的钱。

6月5日，成都商报记者见到杨建时，他
正在洪雅一处建筑工地上打工，他负责的
是给房屋刮灰。烈日当空，站在脚手架上的
他衣服被汗水湿透，脸上、腿上、脚上满是
灰浆。他说，这样辛苦的原因只有一个，挣
钱还债。

2009年，杨建向洪雅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贷款修建房屋，房屋没有修完便与妻
子离婚，欠下信用社和亲朋好友近十万的
他消沉了几年，直到前两年，才打起精神挣
钱还债，他每个月多少能有些结余，不过，
在偿还信用社3万元后，剩余的3.05万元他

选择暂缓归还。
被列入失信人和限驾名单后，一开始杨

建并不知道。有一天，手机上的微信群中，有
人将这个消息转了进来，洪雅县法院公布的
信息中，杨建的名字和照片赫然在列，之前
一直很热闹的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

这让杨建觉得很不好意思，他说，大家
肯定都在背后议论自己，人嘛，还是要点脸
面的，要想让大家不要对自己有其他看法，
还是要挣钱先把房屋修了，再把亲朋好友
钱还了，然后还信用社的。

对于为何不先还信用社的钱，他这样解
释，我把信用社的本金还了，现在利息不涨
了，慢慢还，欠人家私人的钱，别人等着用。

当然，还有个更重要的因素是，杨建觉
得，自己就在家和工地上来回奔波，没有什
么高消费，限驾暂时还对自己没有多大的
影响。

对 话

洪雅法院执行局局长：

有回访机制，
如发现不妥
将取消限驾令

车已被法院抵押
外出坐朋友的车

大款“老赖”

父亲得病不能自理
儿子担心工作不保

父子“老赖” 贰

90后“老赖” 叁
自称“不害怕哪个”

反问“关你们什么事”

工地“老赖” 肆
工地干活，没高消费
暂时还没多大影响

洪雅县人民法院发布的“限驾令”

王海波展示欠条

章平展示法院对其发
布的失信公告和“限驾令”

6月5日，杨建在烈日下劳作

老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