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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圆桌

日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与中国人民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举行《执行悬赏保险协作
协议》签约仪式。在今后的执行案件中，申请执行人
可向保险公司缴纳悬赏金额10%的保费，购买“悬赏
保险”，向社会悬赏征集执行案件线索。一旦悬赏成
功，举报老赖的获奖奖金将由保险公司买单。（4月15
日《北京青年报》）

张西流：不可否认，在当
今社会，拒不履行还款义务的

“老赖”，不在少数。他们大都
顽固不化，有的本来有履行能
力，却热衷于同法律玩“躲猫
猫”的游戏，且游戏规则是千变
万化、五花八门。有的转移、隐
匿财产，制造无履行能力的假
象；有的利用银行之间“待结算
账户”和固定资产不入账等手
段来规避执行；有的利用破产
的方式逃避执行等。这些伎
俩，导致法院“执行难”。这时
候，就有待于悬赏制度发挥作
用了。

然而，过去单一的悬赏制
度，在执行过程中，实际运用效
果并不理想，并没有发挥破解

“执行难”的真正效用。相比之
下，推出“悬赏保险”机制，将执
行悬赏与保险相结合，充分利
用了保险的杠杆效应；申请执
行人只需缴纳少量保费，即可
获取由保险公司支付的大额
悬赏金，通过保险使悬赏金额

予以放大；既大大降低了给申
请执行人带来的新的经济压
力、减轻了其维权成本，又可吸
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查找被
执行人及其财产线索；织密围
堵“老赖”的网络空间，促使其
主动履行义务，维护申请执行
人合法权益。

可见，推行“悬赏保险”，实
为治理“老赖”有力保障，不仅
破解了“执行难”，提升了执法
公信力，而且捍卫了法律尊严，
进一步彰显了法治精神。然
而，法院在用足用活“悬赏保
险”机制的同时，应严把传讯、
查封、扣押、冻结、拘留、判刑等
各个重要环节，不能让“强制执
行”形同虚设，甚至沦为豢养

“老赖”的温床。特别是，应严
格执行《刑法修正案（九）》相关
法条，对于那些有能力却拒不
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老赖”，
一律追究刑责，从重量刑，提高

“老赖”违法成本。

“悬赏保险”是治“老赖”的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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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昌莲

“回T退订”，看到推销短信
后，成都市民阿琳（化名）回复了一
个“T”，希望不再收到这样的短
信。然而，连续回复多个T后，垃
圾短信不仅没有被“退订”，发送的
频率反而更高了。回复“T”到底
能否取消推销短信的接收？成都
商报记者以商家名义暗访短信代
发平台，得到的答复是：退订回

“T”，只是一个形式，“就算用户回
几百遍‘T’，也没用。”（4月15日
《成都商报》）

近年来，有关部门的规定和
禁令一个接一个地下，但总是雷声
大雨点小，导致垃圾短信非但禁而
不绝，反而泛滥成灾。特别是，央
视“3·15晚会”曾曝光，信息运营
商已沦为垃圾短信“经销商”，更是
让规定和禁令形同虚设。基于此，

2015年5月19日，工信部发布《通
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其中明
确规定，未经用户许可，任何组织
和个人不得向其发送商业短信息，
这一规定也将成为治理垃圾短信
现象的政策依据。然而，从实施情
况来看，难尽人意。若要彻底根治
垃圾短信，需要多方共同发力，监
管部门、电信运营商和用户，一个
都不能少。

换言之，治理垃圾短信，不能
依赖“回T退订”。事实上，通过立
法与多种技术手段、配套措施多管
齐下，根治垃圾短信，并非是不可
为之事。首先，杜绝垃圾短信，应
成为运营商一项法定义务，以此遏
制运营商的利益冲动，切断蛰伏在
垃圾短信之上的利益链。同时，应
制订信息产业经营和服务“行业标
准”，明确运营商的服务项目和服
务质量，尤其是要明确技术标准，

确保用户信息不被垃圾短信入
侵。再者，用户要增强维权意识，
发现商业广告之类的垃圾短信，应
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不能一删了
事。

特别是，政府职能部门更要
加大打击力度，一旦发现运营商参
与“经营”垃圾短信，应科以重罚；
屡教不改者，责令其停止相关经营
和服务，直至永远退出信息产业市
场。当然，处罚仅是一种手段，关
键需要配套措施跟进。如进一步
完善“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
举报制度”，建立“垃圾短信信息源
黑名单库”，对群发短信进行审核
和拦截；对连续发10条以上垃圾
短信的手机予以停机、销号等。通
过一系列的措施，让垃圾短信发布
者无利可图，无处藏身。

治理垃圾短信不能依赖“回T退订”

今日评论 关键词 视频监控

监控应当规范，直播不能任性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4月11日，龙女士和丈夫入住
成都市春熙路某酒店，洗过澡换了
衣服之后，却发现床头上方有一个
实时播放的摄像头。得知龙女士的
遭遇后，成都网友“炸”开了锅。出
差、旅行都不可避免地会入住酒店，

“第三只眼睛”如此防不胜防，下一
个被偷窥的会不会是自己呢？目
前，成都警方已介入调查。《华西都
市报》记者调查发现，登录一些网络
直播平台，可“坐观”各地实时监控
摄像头拍摄的景象，成都的一些餐
馆、地下车库都包括在内。

现实生活中，公共空间的视频
监控随处可见，安装主体也五花八
门，有的属于公共部门，有的属于企
事业单位，还有的则是私人安装。
谁能安装、在哪儿安装、怎么安装都
缺乏明确的制度规定，由此引发的
信息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基于此，
公安部于2016年年底发布《公共安
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征
求意见稿）》指出，禁止在可能泄露
他人隐私的场所、部位安装视频图
像采集设备。公安部“征求意见稿”
着重强调了两方面内容：首先是，一
切可能泄露他人隐私的场所与部
位；其次是，擅自安装是对他人隐私
权的侵犯，属于一种违法行为。从
法律意义上来看，“征求意见稿”体
现的是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以及

对公共管理边界的划定，其积极意
义毋庸赘言。不过，如果从实际操
作层面来看，仍有一些细节问题有
待进一步厘清。

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是，公共
场所的个人隐私如何界定？身处公
共空间，必然意味着个人隐私作出
一定让渡，只有明确什么样的个人
隐私必须予以尊重和保护，才能明
确哪些公共空间不能安装公共视频
监控。接下来的问题是，那些不符
合新规要求的公共视频监控应该怎
么办？现实生活中，公共监控视频
不仅数量繁多，而且设置主体也往
往五花八门，公安部门之外，街道社
区、企事业单位，甚至一些临街店
铺，都安装有属于自己的监控设
施。要想拆除那些有可能侵犯个人
隐私的监控设施，必然需要进行大
范围摸底排查，由此有必要对监控
设施的所有人一一“验明正身”。

相比起视频监控的安装和使
用，另外一个值得反思的内容就是
网络直播的边界在哪里？互联网已
进入“直播时代”，各种直播平台如
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中国演出行
业协会发布的《网络表演（直播）社
会价值报告》显示，2017年网络表
演（直播）市场整体营收规模达到
304.5亿元，平台数量200多家。庞
大的参与群体，巨大的利益诱惑，当
网络直播成为一种低门槛、高收益
的产业，整个行业不免泥沙俱下、乱

象丛生。一方面，有人什么都敢直
播，为了吸引眼球，暴力、色情、低俗
等内容无所不用其极；另一方面，有
人哪里都敢直播，就连酒店、浴室等
私密空间也概莫能外。

为加强对互联网直播服务的
管理，《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
已于2016年12月1日正式施行。
其中提出，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
应配备与服务规模相适应的专业人
员，具备即时阻断互联网直播的技
术能力。对于违反该规定及其他法
律法规的互联网直播服务使用者，
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应当将其纳
入“黑名单”，禁止重新注册账号。
对于涉黄低俗等直播内容来说，及
时阻断传播、设立“黑名单”可谓双
管齐下，但对于那些模棱两可的直
播内容来说，新规的约束力未免会
打上折扣——餐厅、地下车库等场
所是否可以直播尚未有公论，何以
杜绝泄露隐私事件的发生？

作为全民共享平台，网络直播
虽然多由个人主持，但不可避免带
有一定的公共属性，因此无论其内
容还是范围都不能破坏公共秩序、
损害他人权益。在依法严厉打击各
种“搏出位”式网络直播的同时，网
络直播规定仍有待进一步细分和完
善，而第一步不妨先从明确直播范
围开始。

□燕农

日前，广州市2019届技校毕
业生预订会举行，80多家企业进
场揽才，广州市6所技工院校近
1600 名技校生入场应聘。据了
解，技校生就业火爆已成常态，机
器人、自动化等热门专业多个职位
争抢一名学生的情况屡见不鲜。
进场招聘的单位不乏知名企业和
上市公司，岗位薪酬主要集中在
3000—6000元/月，部分技术岗位
月薪超过6000元。（4月15日《羊
城晚报》）

时间尚处在2018年上半年，
2019届技校毕业生即被提前一年

“哄抢”预订，这当然是好事。一方
面，大国工匠，离不开技工、技师等
技能型人才的支撑。尤其是，随着
制造业的智能化迭代，低端劳动力

逐渐被机器所取代，技能型人才成
为进入制造业的最低“标配”。另
一方面，与以往不同，知名企业以
及上市公司也加入到对技校生的
抢夺中，如此供需两旺的局面，既
表征着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也喻示
着新型制造业的发展在加挡提速。

如今广州部分技工岗位的月
薪超过了6000元，待遇不可谓不
高，那么是否意味着相应的社会地
位就提高了呢？肯定的答案似乎
并不容易给出。

《中国技工院校发展报告
（2017年）》显示：2016年，技工院
校招生127.2万人，其中招收农村
籍学生98.6万人，占招生总数的
77.5%。这意味着，农村籍学生在
技工院校中占据了大比例。以此
来看，在一时不能彻底扭转社会的

“学历歧视”惯性下，与其在观念矫

正上坐而论道，不如给进城的技工
院校学生以更多的市民待遇。比
如，通过城市的保障性政策，让他
们能够劳有所得、住有所居、病有
所医；能够通过公共服务得到持续
的技术培训；未来子女能够就近入
学……简言之，就是让他们能够
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分享城市发展
的成果，能够在城市扎根落脚。

事实上，给技工以市民待遇
是最现实的尊重，也是吸引生源的
最有效途径——能够分享市民待
遇的这块蛋糕，“学历歧视”就会慢
慢淡化。当前，国内多个城市加入
了“抢人大战”，除个别城市外，将
技工纳入政策视野的并不多。致
力于制造业的迭代升级与发展后
劲，以及着眼于城市的持久活力，
不妨尝试着给予年轻技工更多的
市民待遇。

给技工以市民待遇是最现实的尊重

木须虫：站在减轻债权人
负担的角度而言，法院与保险
企业推出“悬赏保险”似乎可
行，而且投1赔10的放大效应，
也有利于调动社会举报的积
极性，提高案件的执行质效。

然而也要理性看到，个人的
财产能够被他人全面知情的可
能性微乎其微，尤其是有借债关
系的被执行人。相对而言，法院
作为司法机关有权对被执行人
的财产，依法向有关机构、有关
人员调查，并具有强制的权力，
而普通的民众是没有的。显然，
法院都无法发现的线索，其他人
员能够提供有价值的财产线索
其实概率极低，即便是能够提供
都很零碎，能被执行到位的金额
也是有限的。

法院执行难是由来已久
的话题，也是老大难问题，通常
表现在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
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应
执行财产难动的“四难”，不但
大幅度提高了执行成本，而且
降低了执行效率。毫无疑问，
破解执行难更需要对症下药，
着力修补制度的漏洞，强化被
执行人财产信息管理和前置
约束，提高“老赖”恶意拒绝履
行执行义务的法律成本，提高
执行的威慑力和可操作性，用
制度为申请执行人撑腰。

前不久最高法联合多部
门下发《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
实施限制不动产交易惩戒措
施的通知》，通知提出要建立健
全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与
国家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信
息互通共享机制，显然，消除被
执行人财产查证部门、地域之
间的信息壁垒，实现被执行人
财产信息透明化，才是司法加
大执行力度应该着力的方向。

同时，通知也提出对失信
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
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
责任人员，采取限制不动产交
易的惩戒措施。将这些措施
引入执行机制，防止失信被执
行人转移财产、规避执行，保证
强制执行的有效性，无疑更可
靠。此外，防范执行失信向诉
讼环节延伸和前置，司法也应
有所尝试，如法院根据诉讼的
实际，视情提出不动产交易限
令等。

相对于增强被执行人财
产查询的法定性、可控性和约
束性，“悬赏保险”信息获取体
外循环的偶然性无法依赖，充
其量只是破解执行难的偏方，
司法方面更多的尝试还应立
足于完善执行制度和机制。

执行不能依赖“悬赏保险”的偏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