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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报记者 何金燕

年关到，追债忙。我国有不少地
方流传这样一种风俗：过年前得把别
人欠的钱追讨回来，否则新的一年里
赚不到钱。

贷款给他人后， 贷款人玩失踪，
怎么办？债务人把公司转让了，找谁
讨债？近日，法制周报记者接到了不
少读者来电，咨询如何追讨债务及索
赔，希望拿到钱回家过个安乐年。

为此，记者特邀湖南金州律师事
务所律师陈平凡，为读者支招应对这
些常见的债务纠纷。

欠债人玩失踪 代管人还钱
案例：“我是制作广告牌的，客户

黄先生欠了我1.2万元钱有一年多了，
至今未还。”12月21日，长沙县袁先生
致电法制周报新闻热线84802117，并
称黄先生电话已联系不上。

袁先生于2010年开始做广告牌
生意，客户黄先生去年下单做了广告
牌 。当时预交了 1000元 押 金 ，对 方
称广告牌装完了再付全款 。等袁先
生将黄先生店里的广告牌安装完 ，
却找不到黄先生了 。而当初交押金
时 ，只写了一张收据，并没有写下欠
款的单据。

陈平凡支招：我国《民法通则》设
置了专门的宣告失踪制度。债务人失
踪达到法定条件时，债权人可向法院
申请宣告债务人失踪， 当法院宣告
后，债权人可将宣告失踪的债务人的
代管人作为讨债对象。

其实，无论借款人是否“失联”，
债主都可将借款人告上法庭，要求法
院判决其偿还欠款。而借款人“人间
蒸发”， 债主可按其联系地址或户籍
地址，以特快专递方式向其寄送催告
函，并在详单上备注有关信息，保留
好详单。通过电话、短信催告，并保留
好录音等证据。若通过催告等方式仍
联系不到借款人，在能够证明借款人
下落不明已满两年的情况下，债主可

到法院申请宣告该人失踪。对方失踪
后，其配偶、父母等可依法成为其财
产代管人。债主可要求代管人以失踪
人的财产偿还债务。

为避免借款“有去无回”，债主
在打借条时，最好让借款人找担保
人，或以其财产作为抵押 。如果借
款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付，则要求
借款人使用自己的银行卡，并保留好
转账凭证。

欠债人死亡 继承者还钱
案例：吴某以投资经营饮食店为

由，向某信用社申请贷款2万元，期限
11个月 。贷款到期后 ，只还了一部分
利息的吴某突然去世 ， 本金没有归
还。信用社遂向吴某的第一顺序继承
人催讨 ，但未能讨要回贷款 。信用社
随后将其告上法庭。

法院审理后认为，吴某借款用于
投资夫妻共同经营的饮食店，该借款
是在吴某与其妻张某夫妻关系存续
期间为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是夫妻
共同债务 。现吴某已经去世 ，张某应
依法承担该债务的全部清偿责任。至
于吴某父母及子女，因原告未能提供
证据证明吴某有遗产由其父母及子

女继承 。因此 ，原告要求吴某父母及
子女承担清偿借款的请求，法院不予
支持。法院最终判决吴某之妻张某应
偿还信用社借款2万元的本息， 驳回
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陈平凡支招： 我国《继承法》规
定，债务人死后，如果债务人的继承
人或受遗赠人接受继承或接受遗赠，
则债权人有权向他们请求清偿债务。
反之，则无权请求清偿债务。但原债
务人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仅在所得
遗产实际价值范围承担责任。 并且，
如继承人中存在没有劳动能力又无
生活来源者，应首先依法为其保留必
要的生活费用，剩余的才能用来清偿
债务。

因犯罪财产被没收
正当债务法院裁定清偿

案例 ：“朋友向我借款200万元 ，
并许诺每月给我1万元利息。后来，他
因虚开增值税发票被查处，被判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 。他欠我的钱 ，应如
何追讨？”胡先生犯愁了。

陈平凡支招 ：我国《刑法》规定，
执行没收财产的判决，对“查封财产

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
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 经债权人请
求，由人民法院裁定”。而没收财产前
的正当债务必须具备以下4个条件：1.
该债务必须是犯罪分子在被判处没
收财产之前的负债；2. 该债务必须是
正当债务；3. 该债务必须经债权人提
出请求，并查证属实；4.该债务必须在
没收的财产份额以内，并按照《民法
通则》中债务偿还的顺序偿还。

作为犯罪分子的债权人，如果在
其被判处没收财产之前享有债权，应
当注意申请的方法方式，否则，不妨
咨询专业律师相关的程序，有效保护
自己的正当权益免受损害。

法定代表人变更 新老板还债
案例： 甲欠乙几百万元债务，现

甲因经营不善， 把名下的一家公司抵
债给乙，因双方一直关系不错，乙同意
帮忙承担该公司名下的外债，当时，甲
明确表示共400余万元的外债（公司账
上可查）， 还包括所拖欠的员工工资、
社保等约100万元。当公司法人变更手
续完成，公司进入正常运转时，乙又接
到了好几个前来要债的债主。 乙该怎
么办？

陈平凡支招 ：法人变更后，除法
律另有规定外，其权利义务应由变
更后的法人承受，并担负清理的责
任，债权人应将变更后的法人作为
催款清欠对象。

此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
多债权人在屡次追债或索赔未果后，
不愿意打官司而去找讨债公司要回
债务。对此，陈平凡分析，一般人认
为，打官司费时间同时要支付一定成
本（如律师费、诉讼费等），讨债公司
比较快，且成本相对低。

“但是，追债的合法方式仍旧是
诉讼和协商。 找讨债公司有法律风
险。” 陈平凡提议，“借钱给别人的时
候，一定要写下欠条或借条，并且写
明还钱日期和写欠条的日期，还要注
意欠条的诉讼时效。”陈平凡说。

近日， 福建清流县检察院对县
环保局不依法履行职责， 向法院提
起行政公益诉讼。 该县环保局在查
处刘某非法焚烧电子垃圾案时 ，未
对扣押的电子废料及焚烧现场进行
无害化处置， 也未对刘某作出行政
处罚。无独有偶，贵州锦屏县检察院
近日亦对该县环保局不依法履行职
责，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污染猛于虎， 比污染更具破坏
力的是公权不作为。手握执法权、肩
负监管责任的清流、 锦屏两县环保
局，在查处污染行为时，怠于履行职
责， 放任少数企业和个人大肆制污
排污，造成恶劣后果。

从诸多现实案例来看， 一些地
方的环境监管者和执法者之所以对
污染企业坐视不管，对重大污染事件

始作俑者心慈手软， 不外乎几种情
况：一是惮于不良政绩观和地方保护
主义， 害怕影响地方主政官员政绩；
二是不敢得罪人、 不愿触及矛盾，只
想当好好先生和太平官；三是得了腐
败“软骨病”，被红包糖弹封了口，岂
能再敢说狠话、硬起手腕执法？

正因为如此， 遇到群众关于环
境污染的投诉， 只能是装模作样地
“作秀式执法”， 其结果只能是极大
伤害环保部门公信力， 亵渎法律法
规权威。

赶走 “十面霾伏 ”，需要多措并
举铁腕治霾； 驱散某些地方环保部
门及少数不作为官员中的 “渎职雾
霾”，必须施出行政公益诉讼这一法
之利器 ，对庸官 、懒官 、糊涂官们进
行依法裁量。

问： 我是一家温泉休闲中心的
服务员， 去年11月入职， 每月工资
2200元， 单位与我签订了两年期限
劳动合同。从入职起，单位给我安排
的工作时间是从中午12点到晚上9
点，中间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每
周轮流休息一天。今年入冬后，每天
来泡温泉的人很多， 而且多数人都
是晚上下班后来的，所以晚上9点下
班时客人很多。 主管以当班服务员
忙不过来为由，经常让我加班。开始
我没有怨言，但后来加班成了常态。
我老公是出租车司机， 家里又有上
小学的儿子需要照顾， 我就向主管
说自己无法加班， 可对方说不加班
就罚款 ，每次罚50元 。请问 ，单位强
行让员工加班，不加班就罚款，这种
做法合理吗？

法律专家回复 ： 用人单位无

权强制要求劳动者加班， 更无权
因不接受加班而对职工进行金钱
的处罚。《劳动法》第41条规定，用
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 经与
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
作时间， 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
时； 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
间的， 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
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
过三小时， 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
十六小时。 对用人单位安排职工
加班进行了限制， 即应当与工会
或者劳动者协商确定。 罚款属于
一种行政权力， 而企业无行政权
力，罚款是违法的。劳动法律中仅
规定了在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
定及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情况
下， 用人单位可以向劳动者主张
违约金或者赔偿。法制周报记者 薄庭庭

通讯员 黎铁梅

人到中年的朱勒坐在沙发上，试
图用玩具安抚正哭闹的女儿恬恬。周
悦坐在一旁看着孩子， 手足无措。她
是恬恬的生母，而在女儿眼里，她是
要把自己从“爸妈”身边带走的阿姨。

法官走进房间打破了尴尬局面，
她抱起恬恬指着周悦说：“好孩子，这
也是你妈妈。从现在起，你就有两个
爸爸两个妈妈了，她们都爱你，你比
其他人幸福多了， 有这么多人喜欢
你。”话后，她让周悦抱抱孩子。孩子
进入怀里的那一刻，周悦笑了。

这是近日发生在资兴市人民法
院内的一幕。 在历经两年曲折后，周
悦、朱勒这对生母、养父争夺孩子抚
养权的官司终于画上句号。

母亲住院时孩子被送人
周悦比丈夫郑舒大一岁，已过而

立之年， 两人才有了女儿恬恬。2010
年11月，两人协议离婚，约定孩子由
父亲郑舒抚养，当时，恬恬刚满一岁。

2012年12月，两人协议变更抚养
权，恬恬改由母亲抚养。不久后，周悦
因精神受刺激住院治疗两个月。其
间，郑舒离婚后去了广州，无力抚养
女儿的他与周悦的嫂子一起将恬恬
送给了朱勒抚养。

37岁的朱勒已有一个女儿，但眼
睛有残疾，所以一直想再收养一个孩
子。收养恬恬后，朱勒对她十分疼爱，
恬恬也很懂事乖巧。

生母养父对簿公堂
周悦出院后， 得知女儿被送走，

伤心之余要求朱勒将孩子还回来，但
遭拒绝。2013年7月， 周悦起诉至法
院，要求确认朱勒收养行为无效。

“郑舒将孩子交由朱勒抚养时，
只是口头协议，并没有到民政部门走
正规的收养程序，所以收养行为不具

备法律效力。”办案法官告诉记者。去
年1月，法院判决朱勒收养行为无效，
应在判决生效后3日内将孩子交还周
悦。朱勒上诉，同年7月，郴州市中院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与此同时，朱勒也将周悦告上法
庭。2013年11月， 朱勒起诉要求周悦
赔偿其抚养孩子期间的各种费用。
2014年11月，资兴市法院判决周悦应
支付朱勒收养小孩的生活费、学费共
6万余元。周悦上诉，今年6月，郴州市
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 朱勒以周悦未给付
抚养费及抚养恬恬几年已有感情为
由，一直未将孩子还给周悦。2014年11
月，周悦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朱勒
以起诉周悦的案件还在二审期间为由
拒绝执行，案件一度陷入僵局。

即使被行拘也不想放开孩子
今年8月，执行干警将周悦、朱勒

约至执行局调解， 但因双方分歧较

大，调解无果。朱勒也因拒不履行法
定判决被行政拘留十五日。但处罚之
后，他仍拒绝归还孩子。

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法官认为
强制执行对孩子不利。这时，恬恬似
乎成了“要不回”的孩子。

今年10月，法院将案件移送至当
地公安机关，并继续上门做朱勒父亲
的工作。此后，公安机关通过侦查，联
系上了朱勒， 并将法院的意思转达：
若再拒不履行法定判决将被追究刑
事责任。

12月9日， 法院执行干警办案时
偶遇朱勒，并将其带回法院。办案法
官与他权衡利弊， 劝他为孩子着想，
让孩子回到生母身边。 在法官努力
下，朱勒同意将恬恬归还给周悦。

12月10日， 办案法官请周悦、朱
勒到法院，周悦将小恬带回。

这起曲曲折折打了2年的官司，
终于有了了结。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贷款给他人后，贷款人玩失踪，怎么办？债务人把公司转让了，找谁讨债？

律师支招：年关追债有窍门

债务人去世，债权人可向其继承人追偿债务。 图/柴新竹

夫妻离婚孩子被送养

生母养父对簿公堂争抚养权

法眼观察

行政公益诉讼驱散
“渎职雾霾”

本报特约评论员 张培元

法律咨询

拒绝加班，单位有权罚款吗

问： 我朋友孙先生系某劳务派
遣公司职工，去年２月，双方签订了３
年期限的劳动合同， 孙先生被派到
某化工材料公司工作。上个月，劳务
派遣公司突然通知孙先生回单位报
到， 说化工材料公司业务量大幅减
少，用不了这么多工人 。随后 ，劳务
派遣公司将他派遣到河北某公司工
作。孙先生不愿意去，劳务派遣公司
称，如果不服从派遣，就算他主动辞
职 ， 单位不支付任何经济补偿 。请
问， 劳务派遣公司能随便更换派遣
工的用工单位吗？

法律专家回复 ：根据《劳务派

遣暂行规定》第12条的规定，用工
单位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可
以将被派遣劳动者退回劳务派遣
单位。第15条规定，被派遣劳动者
因第12条规定被用工单位退回，劳
务派遣单位重新派遣时降低劳动
合同约定条件，被派遣劳动者不同
意的，劳务派遣单位不得解除劳动
合同。但被派遣劳动者提出解除劳
动合同的除外。所以，派遣公司重
新派遣孙先生到河北工作，如果低
于双方合同约定的条件，或者违反
了双方对派遣地点的约定，孙先生
都有权拒绝。

派遣公司能随便更换
派遣工的用工单位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