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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 positive note...



本手册提供有关债务安排计划（Debt Arrangement Scheme，简称 DAS）的一般信息，而非

旨在作为完整的法律陈述。 

DAS 是苏格兰政府提出的法定债务管理计划，旨在帮助人们在约定的时间内偿还债务，而不会

受到债权人的法院诉讼威胁。 

出于各种原因，某些人发现他们很难偿还债务，并需要帮助来应对他们的处境。 尽快获得建议

可以帮助您处理债务。 

您可以在本手册的背面找到一些提供免费建议的机构的详细联系方式。本手册的下文也包括了

有关 DAS 替代方案的更多信息。 

与 DAS 相关的主要立法是《2002 年苏格兰债务安排和扣押法》。欲获得有关 DAS 及所有相

关立法和出版物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DAS 网站：www.dasscotland.gov.uk/deb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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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债务安排计划 

“ DAS 是苏格兰唯一的官方政府债务管理计划，旨在帮

助您偿还债务。”



3 

 

1.1 什么是 DAS？ 

债务安排计划（Debt Arrangement Scheme，简称 DAS）是苏格兰政府为帮助您偿

还债务而引入的法定债务管理计划。 

根据 DAS，您可以申请债务支付计划（Debt Payment Programme，简称 DPP），

以允许您在较长时间内偿还您的债务。您必须在 DPP 申请中包含所有债务。您的 DPP 将

根据您的可支配收入，考虑您可以合理定期支付的费用。 

如果您是申请 DAS 的个人，则对 DPP 中的债务水平或还款期限没有限制。根据债务

的价值，计划可以持续任何合理的时间长度。当 DAS 管理员或财务顾问向债权人提交

DPP 申请以供批准时，所有本应适用于您的债务的利息、费用、罚款或其他费用将被冻

结，并在您完成 DPP 后被免除。 

如果您不是个人，也可以申请 DAS，这称为商业 DAS（如果这适用于您，请参阅 DAS

网站上的商业 DAS 债务人信息手册）。 

一旦获得批准，DPP 可以阻止法院对债务强制执行。只要您根据 DAS 保持 DPP 中的

约定付款，您的 DPP 中包含的债权人就无法申请让您破产。 

1.2 DAS 能如何帮助我？ 

DAS 是一项苏格兰政府的计划，它： 

• 允许您定期支付一笔付款，用于清偿您的债务，这意味着您无需单独处理您的债权人； 

• 自 DAS 管理员或财务顾问向债权人提交 DPP 申请以求批准之日起，您债务的利息、费

用和收费就被冻结，并在完成 DPP 后免除； 

• 保护您免受债权人采取强制措施的行动； 

• 收回欠他们的钱，对于根据批准的 DPP 支付债务的人而言，这通常是免费的。 

但是，某些财务顾问可能会收取服务费。 

如果财务顾问收取费用，他们还必须披露将对 DPP 中提供的服务收取的费用金额，并向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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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可以免费提供此服务的一位财务顾问的姓名。 

您的财务顾问将帮助您确定 DAS 是否适合您。 

1.3 DAS 需要付费吗？ 

您可以在当地获得免费、保密和公正的建议，或通过多种金融服务机构获得付费的建

议。 

能够提供免费面对面建议的人包括公民咨询局（Citizens Advice Bureau）中的顾问和

地方当局的财务顾问。 

您可以在本手册的背面找到联系信息，或在 DAS 网站上找到您附近的财务顾问：

www.dasscotland.gov.uk/find-a-money-adviser。 某些机构也可以通过电话或在线提

供信息和建议。 

请注意，有些机构会向您收取提供财务建议的费用。 在签订任何协议之前，您应该与

您选择的财务顾问一起检查详细信息和费用。 

1.4 我有资格吗？ 

如果您有一笔或多笔债务并符合以下条件，您就可能有资格参加 DAS： 

• 你住在苏格兰； 

• 您已寻求 DAS 批准的财务顾问的建议和协助； 

• 您希望在没有债权人威胁对您采取法律行动的情况下偿还您的债务； 

• 在满足基本需求（例如抵押贷款、租金、公用事业、食品、议会税）后，您有合理的盈

余收入水平。 

如果您符合以下条件，则您没有资格参加 DAS： 

• 已授予一项受保护信托契约，而您尚未被解除对其责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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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破产，或受破产限制令（Bankruptcy Restrictions Order）或破产限制保证

（Bankruptcy Restriction Undertaking）的约束；或 

• 必须根据第 1 条（付款时间指示）中的指示时间支付；或 

• 关于该债务的《1987 年苏格兰债务人法》（Debtors (Scotland) Act 1987）第 5 条

（付款时间表）（仅适用于债务人将单笔债务纳入 DAS 的情况）；或 

• 该债务必须遵照《1974 年消费者信贷法》（Consumer Credit Act 1974）第 129 条

（时间顺序）（仅适用于债务人将单一债务纳入 DAS 的情况下）；或 

• 根据联合扣押令（conjoined arrestment order）偿还债务。 

如果您根据联合扣押令偿还债务，通常您没有资格参加 DAS。 

但是，如果您有联合扣押令，并且一位债权人（无论该债权人是否参与联合扣押令）

已经合法地强制执行您所欠的另一笔债务，那么您可能有资格获得 DPP。 

如果您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资格申请，请联系您的财务顾问以获取建议。 

1.5 谁是参与者？ 

债务人：拥有个人债务并同意债务支付计划（DPP）的个人。 

DAS 批准的财务顾问（一位财务顾问）：满足根据 DAS 提供 DPP 作为债务管理选项的标

准的个人。 

债权人：您欠钱的个人或组织。 

DAS 管理员：破产管理人（一位苏格兰政府官员）负责监督每个 DPP 的管理。 

付款分配者：负责从债务人收取 DPP 付款的分期付款，并及将这些资金分配给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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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DAS 仅适用于个人吗？ 

对于那些分别负有可能包含在 DPP 中的债务责任的伴侣而言，如果他们的关系符合以

下标准，便可申请联合 DPP： 

• 夫妻或作为夫妻共同生活； 

• 民事伴侣；或 

• 在一起居住，并且双方之间的关系具有丈夫和妻子关系的特征，除了他们属于同一性

别。 

为使联合 DPP 提案继续进行，两位申请人必须都同意 DPP 提案。 

如果您是法人或其他实体，也可以使用商业 DAS，其中包括： 合作伙伴关系、有限合

伙、信托，或非法人团体。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商业 DAS 债务人信息手册 – 这可在

DAS 网站上获得。） 

1.7 会影响我的信用评级吗？ 

如果您参加 DAS，那么您的详细信息将被记录在 DAS 注册表中。 这是一个可以免费

访问的注册表。 债权人和信用参考机构会定期检查该注册表，并可能会更新您的信用档

案，以反映此信息。 

当您有根据 DAS 的 DPP 期间，通常无法获得更多信用。 

 



 

 

2. 申请 DAS 

 “DAS冻结所有可能适用于您的债务的利息、费用、罚

款或其他费用，并在完成您的 DPP 后将其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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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我如何申请 DPP？ 

要根据 DAS 申请 DPP，您必须寻求财务顾问的建议和协助。您的财务顾问将与您

讨论您的收入和支出，并计算您有多少盈余收入。 他们还会要求您提供您的财务状况

证明。 如果您的唯一收入来源是福利金，那么您也可以申请 DAS，但必须有可用的盈

余收入用于支付。 

如果您和您的财务顾问同意您适合 DAS，您的财务顾问将代表您申请 DPP。 

您的 DAS DPP 提案的详细信息将被发送给您的 DPP 中包含的所有债权人。 

2.2 DPP 中有哪些信息？ 

您的 DPP 提案将明确指出： 

• 您欠的总金额； 

• 每笔还款分期付款的协议金额； 

• 拟议付款的频率；和 

• 您的 DPP 的提议时长。 

您的 DPP 中的每个债权人都将有机会接受或拒绝您的 DPP 提案的条款。 您必须

在您的申请中包括所欠的所有债务，除非存在持续责任。 

您的 DPP 中包含的债权人有 21 天的时间来回应 DPP 提案。 如果债权人都接受或

被视为已经接受（因为他们在 21 天内没有回复），根据 DAS 的 DPP 将自动被同意。 

只要您继续遵守协议，您的 DPP 中的债权人将受到本 DPP 的约束。 如果您的

DPP 中包含的债权人不同意您的 DPP 提案，DAS 管理员仍然可以批准 DPP，如果这

样做是公平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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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如果我的 DPP 获得批准会怎样？ 

如果您的 DPP 提案获得批准，您的债务将通过一笔定期付款进行支付。 

经批准的付款分配者负责向您的债权人付款。您的财务顾问或 DAS 管理员将与经

批准的付款分配者作出必要的安排，以启动您的 DPP。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向付款分配者付款： 

• 向您的雇主委托付款； 

• 直接借记或自动转账； 

• 智能卡、刷卡、智能钥匙或其他类型的支付卡或钥匙；或 

• 与 DAS 管理员达成一致的另一种付款方式。 

您的初始付款必须在 DPP 批准之日起的 42 天内完成。 

2.4 如果我的 DPP 被拒绝会怎样？ 

如果您的 DPP 提案被拒绝，您应该联系您的财务顾问，以讨论您的选择。 这可能

包括提交一份修订后的提案。 

您可以向 DAS 管理员申请复议拒绝 DPP 的决定。该请求必须基于向郡法官提出上

诉时将提出的任何理由。 

如果在复议阶段没有更改决定，您有权就法律问题针对 DAS 管理员的决定向郡法

官提出上诉。 

2.5 什么是公平合理的测试？ 

公平合理的测试是 DAS 管理员在决定是否批准 DPP 申请时将使用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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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是否批准或拒绝 DPP 时，DAS 管理员必须考虑到： 

• 债务总额； 

• 拟议付款计划的总时间段； 

• 定期付款的方式和频率； 

• 债权人已经同意的程度； 

• 债权人的任何其他意见； 

• 财务顾问的评论； 

• 任何以前的 DPP 申请；以及 

• DAS 管理员认为合适的任何其他因素。 

2.6 我在申请期间受到保护吗？ 

根据您的个人情况，您的财务顾问可能会要求您通知破产会计师（Accountant in 

Bankruptcy）您打算申请 DPP，这可以通过填写延期偿付申请或提交书面申请来完

成。 

如果延期偿付申请或您的书面请求被接受，它将保护您在提交您的 DPP 申请之前

的最长 6 周的中期时段免于被强制执行任何债务的支付。您在任何 12 个月的时间内只

能提交一次延期偿付申请，除非您曾属于一项已被撤销的联合 DPP。在这种情况下，

您可以在申请单独的 DPP 之前再提交一次延期偿付申请。 

一旦提交 DPP 申请后，您将持续受到保护。如果您决定撤销 DPP 申请，或者您的

申请被 DAS 管理员拒绝，则此保护将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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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完成 DPP 后会发生什么？ 

一旦您的 DPP 已经完成，您的详细信息将从 DAS 登记册中被删除，您的债权人将

被告知您的 DPP 债务已经还清。 

如果您直接从工资中偿还您的 DPP，DAS 管理员或您的财务顾问会写信给您的雇

主，以停止从您的工资中扣款。 

2.8 复议和上诉 

在 DPP 申请中指定的债权人可以在向郡法官提出的上诉中可能提出的任何理由向

DAS 管理员申请对 DAS 管理员就以下方面所做出的决定进行复议： 

• 批准、拒绝或撤销 DPP； 

• 确定 DPP 中的债务； 

• 在 DPP 中附加酌情条件； 

• 免除债权人的同意；和 

• 批准或拒绝变更。 

债务人可以在向郡法官上诉时可能提出的任何理由向 DAS 管理员申请对 DAS 管

理员做出的决定进行复议： 

• 拒绝 DPP 申请； 

• 确定 DPP 中的债务； 

• 为 DPP 附加酌情条件； 

• 批准或拒绝变更； 

• 撤销 DPP。 

复议请求必须在 DAS 管理员做出原始决定之日起的 14 天内直接发送给 DAS 管理

员。 

如果在复议阶段没有改变决定，债权人或债务人可以在复议决定之日起的 14 天内

就法律问题向郡法官提出上诉。郡法官的决定是最终决定。



 

3. 变更您的 DPP 

 “如果您的情况发生变化，您可以申请对您的 DPP 进

行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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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如果我不遵守 DPP 的条件会发生什么？ 

如果您错过付款或仅支付部分款项，而导致您欠款相当于两个月的付款

额，并且下一笔付款已到付款日，则您的 DPP 可能会被撤销。 

如果您未能遵守您的 DPP 的任何条件，那么 DPP 可能会被撤销，您的债

权人将能够对您采取强制行动。 

3.2 如果我的 DPP 被撤销，我该怎么办？ 

如果您的 DPP 被撤销，您将需要承担您未进入 DPP 时应支付的所有利

息、费用和收费。您应该联系您的财务顾问，以讨论您的选择。您有权向 DAS

管理员申请对撤销 DPP 的决定进行复议。 该请求必须基于向郡法官提出上诉

时将提出的任何理由。 如果在复议阶段没有更改决定，您有权就法律问题向郡

法官对 DAS 管理员的复议决定进行上诉。 

3.3 如果我的情况发生变化该怎么办？ 

如果您的情况发生变化且您无法再承担约定的付款，或希望提高付款水平，您可以申请对您的 DPP 进行变

更。 

在您决定继续之前，您也许希望与您的财务顾问讨论此事。 

由于个人或其家庭中的某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减少、短期收入受到冲击，

DPP 有时会变得难以应付。 

在这种情况下，债务人可在以下列出的其可支配收入减少 50％或更多的情

况下申请最多六个月的中断付款： 

• 失业期或就业变化； 

• 产假、陪产假、收养或照顾受抚养人的一段时间； 

• 债务人生病的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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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婚、解散民事伴侣关系，或与债务人的配偶或民事伴侣分居； 

• 债务人与他人共同照顾的人士的死亡（财务责任或其他方面）； 

• 中断付款将中断 DPP 的期限，因此 DPP 的期限将顺延同样的一段时间。 

3.4 我可以申请多少次中断付款？ 

如果您符合必要的标准，则可以无限次数地申请中断付款。在批准变更之

前，DAS 管理员将适时将先前的中断付款作为决策过程的一部分。 

3.5 我如何申请变更？ 

您、您的财务顾问或指定人员可向 DAS 管理员申请变更 DPP。如果您是联

合 DPP，那么债务人必须提出申请。 

在下列情况下，可以申请变更 DPP： 

• 债务人与 DPP 各债权人之间达成协议； 

• 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达成协议，即债务人偿还债务的责任将予以解除； 

• 债务人的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 错误评估了 DPP 中应付的款额； 

• 发现未包括在原始 DPP 中的额外债务；和 

• 债务人要求用于紧急维修、丧葬费或其他特殊项目的信贷。 

在申请变更时，DAS 管理员将考虑您的新情况，并在适当情况下可能就修

订后付款程序达成协议。 



 

4. DAS 门户网站 

 “门户网站可让您在线访问您的案例，以便了解您的付

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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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有一个专门的门户网站，可让您在线访问 DAS 案例管理系统 - 债务安

排计划中心（Debt Arrangement Scheme Hub，简称 DASH）。这是为了向

您提供有关您的 DAS 案例地生命周期信息而开发的。 

您的财务顾问将为您提供登录的详细信息和密码，以便您访问在线系统以

查看您的案例状态。 

欲获得有关如何访问 DASH 的更多信息，请前往

www.dasscotland.gov.uk，或联系 DAS 管理员。



 

5. DAS 的替代方案 

  

“信托契约可受到保护。这意味着，如果您遵守信托契

约的条款，则您的债权人便不能就您在约定信托契约时

所欠的债务向法院对您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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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管理计划（DMP） 

 

您和您的债权人之间的自愿协议，为您的未偿债务支付固定金额。 

DMP 由称为债务管理公司（Debt Management Companies）的公司进

行管理，债务管理公司与您的债权人进行谈判，并代表您管理付款。您同意的

付款是根据您能负担的金额计算的。这些付款在您的所有债权人之间进行分

配。 

当您的债务管理计划正在建立时，您的债权人可能会同意冻结任何利息费

用，但他们没有义务这样做。在您受 DMP 约束时，您的债权人仍有权采取行

动，以强制让您偿还债务。自愿的 DMP 无法提供与 DAS DPP 相同的安全性。 

请注意，某些债务管理公司对提供建议和 DMP 的持续管理收取费用。在签

订任何协议之前，您应该与您选择的顾问一起检查这点。 

 

信托契约 

 

债务人为了债权人的利益而向受托人转让其财产的正式安排。受托人必须

是持有执照的破产从业人员。 

要签订信托契约，您必须拥有可以出售的资产，或者您必须能够从您的收

入中定期向受托人付款。 

信托契约可以受到保护。这意味着，只要您遵守信托契约的条款，您的债

权人便不能就您在约定信托契约时所欠的债务向法院对您提起诉讼。 

如果您的债权人不同意让您的信托契约受到保护，他们仍然可以对您采取

法庭诉讼。如果您不与您的受托人合作，您的信托契约可能会失败，您的债权

人可以采取法律行动来追回您欠他们的债务，包括让您破产。如果您不与他们

合作，您的受托人也可以让您破产。 

重要的是要注意，如果您的受托人认为这会为债权人筹集更多资金，他们

可以在信托契约期间的任何时候申请让您破产，尽管这不经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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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 

 

破产是一项表明某人无法偿还债务的法律声明。如果您被宣告破产，您对

自己拥有的物品（包括您的房产）的控制权将转交给您的受托人。您可能还需

要从您的收入中定期付款。 

已破产或已获得受保护信托契约的个人的详细信息记录在公共破产注册表

上： 

http://roi.aib.gov.uk/roi/ 

欲获得有关上述 DAS 的替代方案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您当地的财务建议中

心（Money Advice Centre）或公民咨询局（Citizens Advice Bureau）。

http://roi.aib.gov.uk/roi/


 

6. 联系信息和建议资源 

 “尽快获得建议可以帮助您处理您的债务。”   



 

欲获得有关 DAS 以及其他债务减免和管理选项的更多信息，请联系： 

DAS Administrator 

Accountant in Bankruptcy 

1 Pennyburn Road 

Kilwinning 

Ayrshire 

KA13 6SA 

电话：0300 200 2770 

传真：0300 200 2601 

电邮：das@aib.gsi.gov.uk（有关 DAS 的一般性信息） 

网站：www.dasscotland.gov.uk 

欲获得有关债务的免费建议，请联系： 

苏格兰财务建议（Money Advice Scotland） 

电话：0141 572 0237 

网站：www.moneyadvicescotland.org.uk 

电邮：info@moneyadvicescotland.org.uk 

苏格兰公民咨询（Citizens Advice Scotland） 

电话：0808 800 9060 

网站：www.cas.org.uk 

苏格兰国家债务机构（National Debtline Scotland） 

电话：0808 808 4000 

网站：www.nationaldebtline.org/S 

苏格兰交易标准局（Trading Standards Scotland） 

网站：www.scotss.org.uk 

还有其他机构可以为您提供进入 DAS 的替代方案。其中一些机构可能会收取服务费。 

您可以在电话簿中找到这些机构的详细联系信息。

mailto:das@aib.gsi.gov.uk
http://www.dasscotland.gov.uk/
http://www.moneyadvicescotland.org.uk/
mailto:info@moneyadvicescotland.org.uk
http://www.cas.org.uk/
http://www.nationaldebtline.org/S
http://www.scotss.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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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您的个人信息 

您向破产管理人（Accountant in Bankruptcy，简称 AiB）提供的个人信息

可能以多种不同方式进行使用，例如： 

• 确定破产和债务支付计划的申请 

• 收取费用和供款 

• 识别和出售资产 

• 监督破产和受保护信托契约的管理 

• 用于统计分析。 

出于处理您案件的目的，我们可能会与第三方（如银行、信用调查机构、

债权人和地方当局）共享您的信息，并从第三方处获取信息。 

如果您被宣布破产、注册受保护的信托契约，或根据债务安排计划

（DAS）提出申请，您的详细信息将被记录在公共的注册表中，以供任何人免

费使用。此外，如果您不遵守破产条件，您可能会受到破产限制令

（Bankruptcy Restriction Order，简称 BRO）的约束，并且您的详细信息将

在新闻稿和 AiB 网站上公布。 

以这种方式使用您的信息是为了让 AiB 根据《1985 年苏格兰破产法》和其

他相关法律行事。作为我们对客户服务的持续承诺的一部分，我们或代表我们

的代理商也可以与您联系，以讨论您使用我们服务的体验。但是，您将有机会

要求我们不出于这些目的与您联系。 

欲获得有关您的信息的使用方式以及您访问我们所持有的有关您的信息的

权利的更多信息，请联系： 

aib@aib.gsi.gov.uk

mailto:aib@aib.gsi.gov.uk


 

本出版物可根据要求提供社区语言版本和其他格式。 

请联系 0300 200 2600，以做出安排。 

 

 

 

 

 

 

 

 

 

 

 

 

 

 

 

 

我们编写的这本小册子仅供一般性指导。 

它不是详细或完整的法律陈述。



苏格兰 APS 集团  

364536 (03/15) 

欲获得有关 DAS 和其他债务减免和管理选项的更多信息，请联系： 

DAS Administrator 

Accountant in Bankruptcy 

1 Pennyburn Road 

Kilwinning 

Ayrshire 

KA13 6SA 

电话：0300 200 2770 

传真：0300 200 2601 

电邮：das@aib.gsi.gov.uk（有关 DAS 的一般性信息） 

网站：www.dasscotland.gov.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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