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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省省法法院院曝曝光光4400万万““老老赖赖””
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的信用惩戒

想开办新公司

先签“信用合同”

本报青岛4月6日讯（记者 吕
璐） 6日，青岛市在全省首推新设
立企业信用承诺制度，要求经营者
无论在网上或窗口办理企业设立登
记，都要签署信用承诺书，若发生失
信行为将受到处罚和惩戒。

6日，青岛市工商局在全市新设
立企业实施信用承诺制度，青岛市
成为全省首个市场主体准入前实施
信用承诺制度的城市。“经营者在网
上或者办理窗口办理企业登记注册
时，都要签署信用承诺书。”青岛市
工商局企业信用处处长魏崧说，登
记注册新公司时，工作人员会告知
对方申请设立企业需承诺的内容，
企业在申请设立登记时提前知晓企
业设立后应遵守的法律法规及在信
用建设方面应履行的法定义务，向
社会做出信用承诺。

信用承诺书上共有8项内容，包
括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遵守企
业年度报告制度，自我约束、自我管
理，不制假售假、商标侵权、虚假宣
传、违约毁约、价格欺诈、垄断和不
正当竞争等。企业经营中出现失信
行为的，将按承诺接受约束和惩戒；
违法经营的将受到行政处罚。信用
约束方面，启动了法院失信被执行
人在工商登记环节的任职限制工
作，遏制失信主体参与市场经营活
动。

跟老婆吵架后难受

开车偷自行车解闷

本报临沂4月6日讯（记者 高
祥 通讯员 陈兆永） 临沂市一
烧烤店主近日因与妻子怄气，竟然
伙同员工开着轿车去盗窃自行车解
闷，不到一个月偷了 8 辆。目前，两
人已被刑拘。

3 月 25 日，临沭县城区居民刘
某到临沭县公安局巡警大队报案，
称孩子的山地自行车在实验中学门
口被盗。民警通过调取案发周边监
控发现，系一名上身穿黑白上衣、下
身着蓝色裤子青年所为。

民警走访了解到，在城区一超
市员工停车处，同样发生一起山地
车被盗案件，作案者为同一可疑青
年。警方根据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轨
迹，认定嫌疑人系莒南县壮岗镇的
李某。

3月31日下午，办案民警在莒南
县城一烧烤店门口，发现了被盗的
自行车。民警将该烧烤店主李某以
及雇员冯某抓获。

李某称，自己开烧烤店生意不
错，但因跟妻子怄气闹别扭，他为了
排遣心中的不快，便和“店小二”冯
某一起，利用偷自行车来寻求刺激
解闷。

本报记者 李阳 实习生 张家文

身身份份证证借借人人，，名名下下多多五五张张信信用用卡卡
两张信用卡逾期，导致本人买房无法贷款

本报济南4月6日讯（记者
宋立山） 6日，记者从全省

法院执行工作会议上获悉，
2015年，全省法院共新收执行
案件314568件，结案321207
件，同比分别上升2 6 . 5%和
33 . 9%，收结案数均创历史新
高。结收比达到102 . 1%，在新
收案件大幅上升的形势下，实
现了全年执行收结案的平衡，
较好地发挥了执行职能。

省法院执行局局长程乐
群说，目前全省三级法院全部
连接了最高法院“总对总”司

法网络查控平台；完成了全省
法院司法网络查控平台“扩
容”；加强了执行指挥中心建
设，全省法院互联互通和多级
调度指挥的格局即将形成；加
大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布和
联动惩戒，截至今年3月底全
省法院共发布失信被执行人
信息392710个，推动有关部门
加大了对失信被执行人的信
用惩戒；作为最高法院确定的
四个试点省份之一，正在积极
开展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
系统运行的试点。

程乐群介绍，省法院将进
一步加强与省工商局、省国土
资源管理厅、省住建厅的沟通
协调，在网络查询被执行人完
整的工商登记信息、股权信
息、不动产登记信息等方面，
尽快实现突破。目前我省的不
动产登记信息尚不具备联网
条件，各中院要积极与各地市
的土地、房管部门沟通、协调，
尽快实现地市两级土地、房管
信息的网络查控。

从省法院接待执行来信
来访的情况看，反映的问题主

要集中在基层法院，占全部信
访案件的60%以上，越级访问
题非常突出，中级法院化解辖
区法院执行信访案件的质效
亟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各中
级法院要坚持重心下移，强化
对下监督指导，进一步提升执
行信访层级管理的能力和水
平。要主动研究分析基层法院
执行信访案件长期难以化解
的原因，通过强化督促执行，
加大提级、交叉执行力度，解
决因地方保护等因素难以执
行的案件。

大大四四女女生生怀怀孕孕，，先先要要孩孩子子再再工工作作
她的家人和丈夫的家人都很支持她的决定

本报烟台4月6日讯（记者
李大鹏） 依云现在烟台一

所高校读书，今年就要毕业。
与其他同学不同的是，她怀孕
了，四个月左右。她和丈夫决
定，生下孩子后再去找工作。

高二那年，依云爱上了男
同学阿峰，也就是孩子的爸
爸。高中毕业后，依云考到了
烟台读大学。阿峰觉得父母年
纪大了，再啃老不好，就直接
工作。

这并没有阻断两人的爱

情，依云和阿峰从高二走到了
大四，六年异地恋终成正果，
依云和阿峰领证了。过年时，
依云发现自己怀孕了。

依云说，阿峰肯定是想要
这个孩子，临沂那边农村像他
们这么大的人，如果不上学，
孩子都会打酱油了。“阿峰等
了我这么多年，压力很大，尤
其是他父母，我刚上大学那会
儿就说让我俩订亲，一直到去
年我俩才订。”

依云和阿峰开始也不知

道该怎么办，纠结到底该不该
要这个孩子，主要是考虑到还
没毕业。“我和阿峰谈了六年
多，阿峰兄妹四个，是老幺，他
父母六十多岁了。”阿峰的父
母非常开心，都希望留下这个
孩子。

依云不知怎么跟父母开
口说这事，阿峰开玩笑似的说
了。依云的父母知道了也没说
啥。依云把这事也跟舍友说
了，舍友觉得挺好，这样找工
作不用休产假，更有竞争力，

“我们都挺替她开心的。”
不过，依云觉得找工作也

没多少优势，到时还得跟应届
毕业生竞争，她生孩子这一年
也没有工作经验。今年，依云
本来是打算考教师资格证的，
之前3月份那次考试，因为刚
怀孕，孕吐比较厉害，没有怎
么准备，所以也没考，到了下
半年，孩子可能正好出生，估
计也要错过了。不过，不管怎
么样，依云准备先把孩子生下
来，到时候再说工作的事。

头条相关

让违法失信企业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据了解，青岛市是全省首个对
失信企业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城
市，工商部门和银行、税务、法院等
部门建立了失信企业联合惩戒制
度。

青岛市将在市场准入、行政审
批、政府采购、银行信贷等方面，建
立跨部门联动响应和失信约束机
制，对违法失信主体依法予以限制
或禁入，通过行政性、司法性、市场
性以及社会性惩戒，形成失信企业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失信联防
机制。 本报记者 吕璐

买房办不了贷款，才发现名下有信用卡

2015年，曹女士要买二套
房改善居住环境，这本是一件
好事，但当她把办房贷需要的
材料提交到银行时，却因为征
信不合格被驳回。曹女士一查，
这才发现自己名下竟莫名其妙
多出4家银行的5张信用卡，而
曹女士之前从未办过任何银行
的信用卡。

曹女士的征信记录显示，
她的五张信用卡是在2008年10
-12月间办理的。在2009年，她
名下的3张信用卡都已经销户，
但在征信报告里仍有体现。另
外2张信用卡都出现了逾期，这

也是最让曹女士感到头疼的，
这两张信用卡刷了4000多元，
而且至今没还上，这影响到她
的个人征信。因此事一直难以
解决，曹女士急着用钱，只好把
自己的第一套房子低价卖掉，
置换了一套新房。

“这些信用卡出现在我的
名下，已经对我的生活造成很
大的影响，我有权利知道这些
信用卡的来龙去脉，但是多家
银行拒绝向我提供纸质材料。”
目前，张女士的手上除了有一
份交通银行的申请资料和光大
银行的消费外，暂无其他证据。

曾找人办理保险，把身份证借别人半月

出现这样奇怪的事情，曹
女士想了想2 0 0 8年发生的事
情，而且有了怀疑对象。

在2008年10月份左右，曹
女士通过朋友认识了张某某。
出于对朋友的信任，曹女士对
张某某没有丝毫怀疑。“后来，
我把身份证给了她，她又委托
别人给我办保险。算起时间来，
身份证在她手上得有半个多
月。”而曹女士的征信记录显
示，她名下的这五张信用卡也
是在 2008 年 10-12 月期间办
理的，时间基本吻合。

近期，曹女士经多方打听，
联系上张某某，张某某却矢口
否认。

为了弄清楚怎么回事，曹
女士找到了几家银行的信用卡
中心。“我向银行要当时的监控
截图和申请资料，有的银行只
是让看一眼，不给我提供。”曹
女士发现申请表的签名都是别
人代签的，根本不是自己的笔
迹。更奇怪的是，除了姓名是曹
女士本人外，申请人的地址、联
系方式等信息也不是她本人
的，而是被怀疑对象的信息。

身份若被冒用，银行也有责任

“在一份申请材料里，还有一张伪造的工作证
明，说我是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可我压根儿就没在
政府单位上过班。”曹女士认为，是银行方面审核不
严才使得自己的身份被人冒用办出信用卡。“申请材
料上的字迹和我的字迹根本不一样，而且她比较胖、
戴眼镜，体貌特征差别很大。”从今年3月份，曹女士
开始奔波在各家银行之间，可一直没有处理结果，弄
得自己身心俱疲。近日，朱女士向派出所报案。

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新亮认为，按银行
规定，办理银行卡需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曹女士的
身份证若被他人冒用办理了银行卡，银行没有认真
核对，负有审查不严的责任。如果因这些冒名办理的
银行卡使曹女士遭受经济损失，银行应承担一定责
任。同时，如果被人冒用身份一事属实，而且确已造
成经济损失，冒名者涉嫌信用卡诈骗，曹女士同样可
以向其追责。

王新亮律师认为，曹女士可跟银行协商，如果协
商未果，可持证据到主管部门投诉，或到法院起诉。

日前，济南市民曹女士办理房贷时被告知征信不合格，
原因是名下的信用卡出现逾期，但曹女士本人却压根儿没办
过任何信用卡，这是咋回事？

查询后，曹女士发现自己在4家银行被人冒名办了5张信
用卡，其中2张出现逾期。原来，早在2008年，曹女士曾把身份
证交给别人半个多月，而这些信用卡也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开
户的。

律师说法

曹女士被“证明”是镇政府工作人员，可她压根儿就没
在镇上工作过。（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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