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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
对簿公堂 自导自演虚假诉讼
执行异议申请书递到了郾城区
人民法院。

虚假诉讼现端倪

资料图片
近日，临颍县检察院民行
部门充分调取证据，灵活运用
调查核实权，揭开了一起虚假
诉讼案的真相。原、被告通过
签订虚假的房屋买卖协议、伪
造证据，企图通过法院判决来
躲避第三人债务执行。据了
解，该案已于近日正式审判，
分别对两名被告人判处拘役 6 个
月，两名被告当庭服判。

“父子”联手演“双簧”
付某、罗某存在多年干亲
关系，罗某是付某的干儿子，
双方逢年过节都有走动。这“情
深义重”的“父子”，为一套房子
联袂上演了一场“大戏”
。
2017 年 8 月，罗某将付某起
诉至法院，称其 2008 年 3 月购
买了付某位于临颍县百货公司
院内的一处房产，并支付购房
款 13 万元，付某出具有收条。
由于当时房子没有房产证，一
直没办理过户手续。后来罗某
要求过户却一直找不到付某，
所以诉至法院，请求付某履行
房屋转让协议，协助办理过户

手续。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此
案，一审判决支持了罗某的诉
讼请求。

横空出来第三方
在去房管局过户时，罗某
被告知该房子已被郾城区人民
法院和源汇区人民法院查封，
无法办理过户手续。
一起房屋买卖民事纠纷，
怎么牵出两家法院查封？原来
此前付某曾因买地向靳某借了
十几万元未还，靳某 2015 年起诉
至郾城区人民法院，法院依法判
决付某偿还借款。在执行过程
中，依法查封了付某位于临颍县
百货公司院内的房产。而该房
产 2011 年 5 月曾被付某抵押给
漯河宝通典当有限公司，借款 18
万，期限为 6 个月，双方到临颍县
房管局办理了抵押登记，可付某
一直未偿还完借款。于是 2015
年 6 月，漯河宝通典当有限公司
一纸诉状也把付某诉至法院，法
院依法判决典当公司对抵押房
产有优先受偿权。
得知情况后，罗某将一份

2018 年 7 月 6 日，临颍县检
察院检察官在临颍县人民法院
挂职锻炼期间，查阅卷宗，发
现该案存在虚假诉讼的嫌疑，
于是提交民事行政检察科进行
立案审查，依法启动检察监督
程序。在前期调查核实时，罗
某一口咬定彼此之间有买卖关
系，房屋转让协议也是在 2008
年 3 月签订的。临颍县检察院检
察官通过实地走访房屋现有状
态，查询水、电缴费情况，从
一份份材料、一个个证据中抽
丝剥茧、深挖细查后发现，付
某、罗某之间压根不存在房屋
买卖关系。原来，因付某的房
屋存在抵押，双方协商通过走
法院诉讼的方式，达到强制过
户的目的。双方签订了房屋买
卖协议，为使房屋买卖事实更
逼真，还伪造了 13 万元购房款
的收具条。靠着这份证据赢得
了法院的过户判决。由此，办
案检察官认定这是一起为躲避
第三方债务执行而提起的虚假
民事诉讼案件。

依法监督在路上
虚假诉讼案件，一般都是
熟人之间肆意串通、编造事
实、伪造证据，企图通过诉讼
的方式，规避法律或政策限
制。这不仅会侵害国家和他人
的合法权益，还损害司法权
威、降低司法公信力。这起案
件是民行部门在办理民事案件
中发现虚假诉讼线索并移送公
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有益探索，
维护了司法权威和公信力。
师永青

漯河执行 雷厉风行 守护正义 风雨兼程

机关算尽 “老赖”被拘
“你是芮某某吧？我们是
郾城区人民法院的执行干警。
张某申请强制执行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1 月 8 日，正
在我市某酒店睡觉的被执行人
芮某某面对法院执行干警，一
脸惊慌。
2012 年，芮某某因生意资
金周转为由向张某借款 130000
元，并向其出具借条一张。借
款期到后，张某多次催要，芮
某某以各种理由拖延还款。
2017 年，张某无奈将芮某某起
诉至郾城区人民法院。法院依
法审理并判决芮某某于判决书
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张某借
款本金 130000 元及利息。

判决书生效后，芮某某未
履行判决书明确的还款义务，
张某遂向郾城区人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案件进入执行阶
段，经查芮某某名下并无财产
可供执行。多次电话联系后，
芮某某甚至玩起失踪，电话也
不再接听。为保障申请执行人
的权益，郾城区人民法院和公
安机关联动，对芮某某采取了
“临控”措施。
1 月 8 日，郾城区人民法
院执行指挥中心接到公安机关
提供的线索：被采取“临控”
措施的被执行人芮某某入住我
市某某酒店。郾城区法院执行
干警联合市公安局驻漯河市中

院打击拒执罪警务室民警迅速
赶赴现场，将正在酒店睡觉的
被执行人芮某某依法拘留，并
扣押其驾驶的黑色车辆一台，
在芮某某的钱包中发现有两张
银行卡、现金及亲属身份证
等，还发现其微信流水交易频
繁 ， 从 1000 元 到 5000 元 不
等，仅微信钱包余额就达
12000 多元。
经查芮某某银行卡被冻结
后，利用其母亲的身份证办理
银行卡，用于日常消费，以为
这样就可以躲避法院执行，不
成想花招耍尽也难逃法律制
裁。
齐江涛 张林军

高速路上熄火 交警雪中推车

交警和路政人员一起推动故障车。
1 月 9 日上午，市公安局
交通管理支队南洛高速公路
执勤大队交警巡查至宁洛高
速 545KM 处时，发现高速路
超车道上停着一辆小轿车，
立即上前询问，原来该车驾
驶过程中突然熄火。
高速公路车速较快，再
加上下着雪，故障车停在超
车道上，如果发生意外，后
果不堪设想。交警一边嘱咐

王秀根 摄

车主继续发动车辆，一边叫
来路政人员一起帮忙推车。
通过努力，故障车辆终于发
动起来，可以正常行驶。车
主向交警和路政人员表达了
谢意，交警叮嘱他下高速后
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
查，并开车跟在故障车辆后
方行驶了一段时间，看到车
况正常后，才放心地继续巡
查。
王秀根

庙会捡钱包 民警助归还
“会上恁多人，俺都想
着钱包找不回来了，没想到
民警、群众这么热心，使俺
的钱包失而复得，谢谢你
们！”1 月 7 日上午，市民杨
先生赶到舞阳县森林公安
局，拿到自己丢失的钱包，
看到钱包内物品无一缺少
时，激动地连声说“谢
谢”。
1 月 6 日，舞阳县腊月初
一古庙会上热闹非凡。“民
警同志，我刚才在会场捡到
一个钱包，失主肯定很着

急，你们赶快想办法找到失
主，还给他吧。”傍晚，一
名热心群众拿着一个钱包，
找到正在会场执勤的民警。
民警左志强打开钱包后发
现，钱包里有身份证、港澳
通行证、两张银行卡等多张
重要证件及少量现金。
左志强当即将情况报告
给舞阳县公安局 110 指挥中
心，并和同事一起在附近寻
找失主。经多方查找，最终
联系上失主杨先生。
魏 亮

心系贫困户 捐衣送温暖
入冬以来，天气寒冷，
为了让贫困家庭过一个温暖
的冬天，郾城区人民检察院
开展了衣物捐赠活动。
收到通知后，干警们纷
纷从家里带来一袋袋装好的
御寒衣物，包括成人和儿童
的棉衣、棉裤、棉被，棉鞋
等，共计 160 余件。这些衣
物经过清洁消毒后，分发给
需要的贫困家庭。
“现在条件好了，衣服
也挺多的，很多都是八成

新，拿来给需要的人，心里
很高兴。单位组织这样的捐
衣活动非常有意义，扶贫济
困又不浪费。”干警们纷纷
表示。
据悉，近年来，郾城区
人民检察院通过在分包贫困
村捐助爱心超市、检察官争
当爱心爸妈、慰问特殊教育
学校等多种形式进行公益活
动，帮助贫困家庭、给弱势
群体送去关爱。
付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