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债务咨询与信息包 

本出版物仅在苏格兰议会为应对新冠疫情颁布立法 
《苏格兰新冠病毒法案 2020（第 2 号）》期间适用。 

本出版物的内容自 2020 年 5 月 27 日起适用。  



 

  

重要–切勿忽视此信息 

如需获取本宣传册的更多副本，或由我们编制的其

他宣传册副本，请拨打 0300 200 2600。 

您也可以在我们网站的出版物页面查看这些内容：

www.aib.gov.uk/quidance/publications/ 
debtbankruptcy 

如有需求，本出版物可提供社区语言版本以及其他

格式。请致电 0300 200 2600 申请办理。 

 

 

 
 



 

债务咨询与信息包 

您之所以收到本宣传册是由于以下其中一种情形正在或即将发

生： 

• 您的债权人正使用法律程序追回您对其的欠款；或 

• 您的债权人有意请求法院对您实施强制破产；或 

• 您已与破产执行人讨论签订信托契约；或 

• 您已与被授权人士讨论出具分段强行削债证书 (Certificate 
for Sequestration)。 

根据法律规定，在可采取进一步措施前，必须向您提供有关在何

处获取债务和财务咨询的信息。本宣传册包含有关获取咨询的重

要信息，可帮助您应对债权人和处理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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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忽视此信息 

无视您的债务可能导致严重问题。您可能会失去包括住房和存款在内的

财产，或者面临破产。尽快获得财务咨询有助于您处理债务和应对债权

人，并可能帮助您改善自身处境。 

我们强烈建议您寻求财务咨询。 

如果有人已向您提供本宣传册，则针对您的措施正在或即将实施。 

谁能给我提供帮助和咨询？ 

您可在当地寻求免费的财务咨询。 

在您当地有许多人可当面提供免费、保密和公正的财务咨询。一些机构

还可能通过电话或网络提供信息和咨询。 

可当面提供免费咨询的人士包括公民咨询局 (Citizens Advice Bureaux)的咨

询师以及地方当局的财务顾问。 

您可通过以下联系方式，找到当地的免费咨询师： 

苏格兰财务咨询 (Money Advice Scotland) 
0141 572 0237 www.moneyadvicescotland.org.uk 

您可通过以下联系方式，找到当地的苏格兰公民咨询局： 

苏格兰公民咨询 (Citizens Advice Scotland) 
0808 800 9060 www.cas.org.uk 

苏格兰公民咨询还通过以下网址提供在线咨询： 

 www.adviceguide.org.uk/Scotland 

可提供免费咨询的其他组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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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跃变化债务慈善机构 (StepChange Debt Charity) 
0800 138 1111 

www.stepchange.org 

苏格兰全国债务热线 (National Debtline Scotland) 
0808 808 4000 
www.nationaldebtline.org/S/Pages/default.aspx 

商务债务热线 (Business Debtline) 

0800 197 6026 
www.businessdebtline.org/S/Pages/default.aspx 

 
如果您无法使用互联网，您当地的图书馆或许能提供免费的在线服务。 

您还可向破产执行人寻求咨询，但您应当询问他们是否针对首次咨询或

可能进行的与您债务有关的任何其他工作收费。苏格兰特许会计师协会

（ICAS，电话号码：0131 347 0100，网址：www.icas.org.uk）和破产执

行人协会（ IPA，电话号码：020 7623 5108，网址：www.insolvency-
practitioners.org.uk/ipsearch.aspx）可帮您寻找所在区域的破产执行人。 

您还可联系律师、财务顾问或债务管理公司，但他们可能会收取费用。

您可能有权获得法律援助，以帮助支付咨询律师的费用。 

无论您从何处寻求财务或债务咨询，务必确保与您对话的人知晓您居住

在苏格兰。 

他们能为我做些什么？ 

提供债务和财务咨询的人士会了解您的个人状况，讨论可供您采用的方

案，并帮助您决定何种做法最适合您。 

您可能还会被告知如何尽量增加收入或应对紧急情况。例如，他们可能

会讨论您是否有权享受福利，以及如果您的银行账户被冻结，您的燃气

或供电被中断或者您要被驱逐出住所时，您能够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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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可帮助您应对债权人。他们还可以帮您向法院提出申请，并在

庭审中担任您的代理人。 

对于我的债权人和债务，我能做些什么？ 

最重要的是，切勿忽视您的债权人或债务。 

如果您尽快采取行动，可能会有多种途径改善您的处境。您的选择可能

包括： 

• 与债权人达成非正式的安排； 

• 延长偿还欠款的期限； 

• 依据债务安排计划 (DAS) 制定偿债方案； 

• 签订信托契约；或 

• 您自行申请破产。这样做会产生申请费用。 

财务顾问可帮助您决定该采取什么措施，就以上所有选择向您提供建

议，并告诉您是否有更多选择。他们还可能向您介绍任何此类选择所产

生的后果。 

不处理债务的后果 
您之所以收到本宣传册，则表示以下其中一种情形正在或即将发生： 

1. 您的债权人正使用一种称为强制追讨的法律程序向您

收回欠款 
在苏格兰，您的债权人可使用多种法律程序收回欠款。这些程序被称为

强制追讨，通常由治安官代表债权人执行。 

有若干种可供使用的强制追讨程序： 
• 您的雇主可能收到指令，从您的工资中扣除款项。这被称为收入扣

押 (arrestment of ear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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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银行可能收到指令，冻结您银行账户中的资金，并在 14 周后

将这些资金发放给您的债权人。这被称为扣留 (arrestment)。 

• 持有属于您的物品的人士可能收到指令，将此类物品冻结。这些物

品可能稍后会被没收并拍卖。这也被称为扣留 (arrestment)。 

• 您的债权人可要求治安官查封您持有的某些物品。这被称为扣押 
(attachment)。 
 
这些物品可能稍后会被没收并拍卖。住所内的物品仅在特殊情况下

方可扣押。 
 

• 治安官可能收到指令，通过资金扣押 (money attachment) 扣除由您

持有的钱款。 

• 您的债权人可登记一项禁止措施 (inhibition)，以防您处置您的住宅

或您拥有的其他财产。使用大多数强制追讨程序时，法律规定债权

人必须向您提供本宣传册。 

 

2. 您的债权人有意请求法院强制您破产 

如果您对债权人的欠款不低于 10,000 英镑，债权人可要求法院强制使您

破产。他们必须向您提供本宣传册。 

在苏格兰，分段强行削债 (sequestration) 是代表破产的法律术语。 

破产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破产会影响您的信用评级，导致您在将来难以

获得贷款，并可能影响您当前或将来的就业。您的银行可能冻结或关闭

您的银行账户。破产可导致您失去住宅、车辆和其他财产。 

如果您被迫破产，您对资产（您拥有的物品，例如您的住宅、汽车、存
款和其他物品）的控制权将自动转移给您的受托人，后者可能将其出

售，以便向债权人偿还债款。您的受托人负责对您的破产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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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已与破产执行人讨论签订信托契约 

如果您签署信托契约，即表示您与负责管理信托契约的受托人达成了协

议。您必须配合受托人行事。您同意，对您所拥有物品（包括您的住

宅、汽车、存款和其他物品）的控制权自动转移给受托人，后者可将其

出售，以便向债权人偿还债款。您通常还要同意从您的工资或其他收入

中扣除固定的金额。 

如果有足够多的债权人同意您的信托契约条款，信托契约便可受到保

护。只要您遵守约定的内容，债权人便不得对您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根据法律，如果您要与破产执行人签订信托契约，他们必须向您提供本

宣传册。在您签署信托契约前，他们必须向您提供本宣传册。 

4. 您已与被授权人士讨论出具分段强行削债证书 

分段强行削债证书可证明您无法偿还到期债务。您可凭该证书，为自行

申请破产提供支持。 

可出具此证书的被授权人士包括大多数财务顾问、破产执行人和一些受

雇于破产执行人的人士。 

被授权人士必须向您告知可供您采用的所有选择，并且在对您出具分段

强行削债证书前，向您提供本宣传册。 

更多信息 

还有更多可供债权人和债务人使用的资料手册。 

一本名为《债务与后果》 (Debt and the Consequences) 的宣传册详细介绍

了如果您不处理债务或应对债权人，可能发生何种情况。此外它还进一

步介绍了您可采用的选择。 

您可在线向破产核算员机构  (AiB) 索取所有此类宣传册，网址：

www.aib.gov.uk。您还可发送电子邮件至 aib@aib.gov.uk 或致电 0300 
200 2600 来获取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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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B 通过其网站提供有关破产、信托契约、债务安排计划和尽职法律程序

的更多信息，网址：www.aib.gov.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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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您的个人信息 

您提供给破产核算员机构 (AiB) 的个人信息可能有多种用途，使 AiB 可根

据《苏格兰破产法案 2016》和其他相关立法采取行动。例如： 

• 确定破产申请和债务安排计划 (DAS) 偿债方案 

• 收取费用和缴款 

• 确定和出售资产 

• 监督对破产、受保护的信托契约和偿债方案的管理 

• 开展统计分析 

为了履行这些法定职责和任务，我们需要收集和处理与您有关的个人信

息，有时还会涉及到第三方。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将个人信息与

其他人共享，例如我们的代理人、银行、信用查询机构、债权人和地方

当局。 

如果您被迫破产，签署信托契约，申请 DAS 偿债方案或登记延期偿付，
您的详细信息必须记录在公开登记簿中，任何人均可免费查看。如果您

受到破产限制令 (BRO) 的约束，您的 BRO 详细信息还会记录在 AiB 网站

上。 

为了使我们持续改进客户服务，我们或代表我们行事的代理人可能与您

联系，与您讨论使用我们服务的体验。如果您不希望我们为此与您联

系，请告知我们。 

我们的完整隐私声明详细说明了我们如何处理个人信息以及您要求查

看、更正或删除我们持有的与您有关的信息的权利，并在我们的网站上

公布：www.aib.gov.uk。 

  

https://www.aib.gov.uk/guidance/information-management/privacy-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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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希望获得隐私声明的副本，可致信告知我们： 

Accountant in Bankruptcy 
1 Pennyburn Road 
Kilwinning 
Ayrshire 
KA13 6SA 

您还可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gdpr@aib.gov.uk，或者致电  0300 200 
2600，并要求与我们的数据保护官对话。 

如有需求，我们可提供隐私声明的各社区语言版本和其他格式。请致电

0300 200 2600 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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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y otrzymać niniejszy dokument w innej wersji językowej, na kasecie lub 
w wersji z powiększonym drukiem, prosimy o kontakt: 0300 200 2600 

本宣传册仅用作一般性指南。 
并非详细或完整的法律陈述。 



 

An agenc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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