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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欠下下99 .. 33万万元元 被被列列入入失失信信名名单单
没没法法买买机机票票 老老赖赖上上门门主主动动还还钱钱

本报 3月 1日讯 (记者 李
孟霏 通讯员 金少红 董合
成 ) 近日，因被列入“失信名
单”无法购买飞机票，云南昆明
的孙先生主动到威海高区法院
履行了义务，一次性还清了9 . 3
万余元欠款，以请求将其从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中除名。

2012年，威海的张先生在
工作中不慎从梯子上滑落摔
伤，经鉴定，构成 9 级伤残。通
过威海高区法院判决，其单位
云南某通信公司赔偿张先生各
项费共计用9 . 3万元。

判决生效后，云南某通信
公司负责人孙先生一直未主动
履行义务，案件随后进入执行
程序。但由于孙先生的经营场
所所在云南省昆明市，在威海
市高区无财产可供执行，随后
本案辗转昆明和威海两地，但
终因无法找到可供执行财产加
上联系不到张先生，案件一直
处于无进展阶段。

自2013年起，国家多次颁
布关于惩治“老赖”的规定，鉴
于被执行人的行为符合有能力
拒不自动履行法院生效裁判义
务规定的情况，高区法院遂将
孙先生纳入“失信名单”，并对

其实施信用惩戒。
2015年 2月初，孙先生因

急事需乘坐飞机前往外地，但
因其被纳入“失信名单”被限制
高消费人，进而被民航部门限
制购买机票。

为摆脱这一困境，孙某主
动联系上威海高区法院，请求
将其从被限制人名单中删除。
法院告知孙先生，只有完全履
行义务才能将其从限制高消费
人名单中去除。

2 月 11日，孙先生一次性
将所欠款项和执行费用共计
9 . 3万元全部交至威海高区法
院。履行义务后，威海高区法
院对孙先生限制高消费名单
及被执行人失信信息进行了
屏蔽。至此，这起执行案件彻
底执结。

据悉，自《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的若干规定》实施以来，威海高
区法院根据规定要求，先后将
符合条件的 7 0 余名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信息录入全国法院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库系统，
对被执行人实施信用惩戒，其
中有 1 0 名被执行人主动履行
了义务。

环环保保
开开业业

3月1日，在威海老港韩国商
品城门口，开业的商家聚集于
此。据介绍，往年都是各商户燃
放鞭炮庆祝，今年商场聘请了舞
狮团队表演，避免燃放鞭炮污染
空气。

本报记者 王震 摄影报道

文师教学方案

入围国家级评选

本报3月1日讯(记者 刘洁
通讯员 陈晓旸) 3月1日，记

者从威海市教育局获悉，文登师
范学校报送的“会计手工信息化
实训教学赛项方案”通过遴选，由
省教育厅推荐至全国职业院校信
息化教学大赛组委会。全省共 5
所中职学校的9个赛项方案获此
殊荣。

近日，由文登师范学校报送
的“会计手工信息化实训教学赛
项方案”通过山东省职业院校信
息化教学大赛组委会的论证遴
选，由省教育厅推荐至全国职业
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组委会。

据悉，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
征集信息化实训教学赛项方案。
重点考察教师在信息化环境下，
针对给定的实训教学内容，进行
信息化教学设计和设备操作的能
力。

乳山中小学提醒

学生们“收心”

本报3月1日讯(记者 李孟
霏 通讯员 仇冬梅 崔钟文 )

中小学学生开学在即，乳山市
中小学在开学前一周，班主任给
通过QQ群、手机短信等方式为
每位家长及学生发送了“温馨短
信”，指导家长们帮助学生尽早

“收心”。
一是抓紧调整作息时间的

“生物钟”，坚决让孩子“倒时差”，
不能纵容其晚睡晚起；二是以自
己的体会向孩子分析新学期的学
习特点；三是鼓励、倾听孩子对新
学期做出计划；四是父母与孩子
共同讨论学习计划，形成学习的
家庭气氛；五是特别关注孩子的
情绪变化，必要时进行心理“补
课”。

据悉为了更好地矫正学生的
“开学综合征”，避免生物钟乱，天
天犯困，上课易走神的现象发生，
各学校也会及时关注，采取有效
措施，对学生施加人性化管理，并
做好与家长和家庭的合作教育。

本报3月1日讯(记者 刘洁
通讯员 丛艳艳) 1日，记者

从威海市教育局获悉，在山东
省第六届中小学生读书系列活
动比赛中，威海多件作品获各
组别一等奖。其中征文比赛中，
威海共选送100篇征文，91篇获
奖。

据介绍，近日，省教育厅下
发《关于公布第六届中小学生

读书系列活动获奖名单的通
知》，对在全省系列读书活动比
赛中评出的获奖作品和优秀教
师进行了通报表彰。威海多件
作品获奖：《刘公岛与海》和《小
小弟子规教我做大人》各获得
全省中小学生经典诵读和演讲
比赛小学组和高中组一等奖，

《母亲，我叫钓鱼岛》和《木兰
辞》分获初中组和小学组的二、

三等奖；选送的100篇征文，共
有91篇获奖，其中一等奖13篇、
二等奖21篇、三等奖24篇、优秀
奖33篇。

据悉，山东省第六届中小
学生读书系列活动，包括新华
书店杯”中小学生征文比赛、

“爱书人杯”中小学生国学经典
诵读和演讲比赛，由山东省教
育厅、山东省中华文化促进会、

民进山东省委共同主办。近年
来，威海高度重视中小学生的
读书活动，启动了威海市中小
学生读书系列活动。全市中小
学根据学生年龄和认知特点，
将读书活动作为学校文化和特
色创建的重要内容，积极营造
浓厚的读书氛围，科学安排诵
读内容，不断创新诵读形式，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威海在省中小学生读书系列赛上获佳绩

选选送送110000篇篇征征文文9911篇篇获获奖奖

本报3月1日讯(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宋江玉 林伟强)

3月1日起，威海市文明办、市
老龄办开展第三届“威海市十大
孝星”评选表彰活动，如果您身
边有孝亲敬老的典型，可向市老
龄办推荐。

“威海市十大孝星”评选标
准为孝敬父母、长辈，事迹感人
至深；义务赡养社会老人，事迹
典型，在社会上广为传颂；在为

老服务岗位上勤勤恳恳，无私奉
献，受到所在单位和社会公众的
一致好评；关心、支持民政、老龄
事业，积极为老年人做好事、办
实事，事迹特别突出；热心捐助
老年公益事业或投资老年福利
事业，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

据了解，3月1日至4月30日
为推荐阶段。各区市组织村(居)、
镇(街道)在评选基础上，向上级
文明、老龄部门层层推荐候选

人，各区市文明、老龄部门根据
基层推荐情况，按评选标准联合
向市老龄办推荐候选人。市老龄
委成员单位和大企业视情推荐，
市直各部门、中央省属驻威各单
位可直接向市老龄办推荐。社会
可通过市老龄办邮箱(whsllb@
163 .com)及来信来电直接推荐。

5月1日至6月30日，威海市
文明办、市老龄办将根据各区市
和社会推荐的候选人事迹材料，

研究确定20名“威海市十大孝
星”候选人，在有关媒体及市老
龄办网站进行公示，并接受公众
投票。7月1日至8月10日，根据公
众投票情况和候选人事迹，老龄
办提出初步意见。在此基础上，
由市文明办、市老龄办组织有关
部门和社会知名人士代表组成
评审委员会，确定第三届“威海
市十大孝星”和第三届“威海市
十大孝星提名奖”。

威威海海第第三三届届““十十大大孝孝星星””开开评评

老赖们是怎样登上不良名单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
若干规定》，人民法院向被执行
人发出的《执行通知书》中，应
当载明有关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的风险提示内容。

申请执行人认为被执行人
存在本规定第一条所列失信行
为之一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
出申请将该被执行人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人民法院经审

查后作出决定。人民法院认为
被执行人存在本规定第一条所
列失信行为之一的，也可以依
职权作出将该被执行人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决定。

人民法院决定将被执行人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应
当制作决定书，决定书自作出
之日起生效。

决定书应当按照民事诉讼
法规定的法律文书送达方式送

达当事人。
人民法院应当将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信息，向政府相关部
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
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
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
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
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
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
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
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

你要成了老赖 高消费就甭想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
定》第三条规定：“被执行人为
自然人的，被限制高消费后，不
得有以下以其财产支付费用的
行为：

(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
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

舱位；(二 )在星级以上宾馆、酒
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
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
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
(四 )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
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
必需车辆；(六 )旅游、度假；(七 )

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

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
品；(九)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
的高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
位的，被限制高消费后，禁止被
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
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
责任人员以单位财产实施本条
第一款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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