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虚假诉讼也没保住600万股权
广州荔湾：行使调查核实权将法律监督进行到底

!

本报记者 钟亚雅

通讯员 陈扬扬

明知要输官司! 为逃避财

产被执行!"有心人# 动起了歪

脑筋 !弄个虚假诉讼 !原 $被告

一唱一和 !让法院把钱 "冻结 %

住执行不了!企图转移资产&没

想到!弄巧成拙!硬生生把一个

民事官司变成了因妨害作证要

坐牢的刑事犯罪! 真是偷鸡不

成蚀把米&

事情还得从广东省广州市

荔湾区检察院民行科接到的一

宗申诉案件说起& 广州市白云

区永泰村集体企业永泰公司与

金通盛公司因白云永星加油站

!"#

股份所有权的争议!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间在白

云区法院及广州市中院进行了

一$二审诉讼!市中院最终判决

股份归永泰公司所有& 终审胜

诉后! 永泰公司向白云区法院

申请执行时! 发现该股权已因

金通盛公司与鸿益公司于
'%**

年
+

月$

,

月间的一起诉讼被荔

湾区法院冻结! 并有可能被拍

卖还债&一时间!价值
)-%

余万

元的股权及分红权益无法得到

执行! 涉及永泰村广大村民的

集体利益无法得到维护&

'%&!

年
&

月! 陷入困局的

永泰公司找到了荔湾区检察院

民行科&

货款争议案存在诸多疑点

受理案件后!该院迅速组成

专案组进行调查& 经调查! 检

察官发现! 金通盛公司一方面

与永泰公司就白云永星加油站

!".

股份所有权归属问题展开

诉讼! 另一方面因拖欠的混泥

土货款及违约金与鸿益公司进

行债权债务诉讼& 后一诉讼败

诉后! 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查封

了登记在金通盛公司名下的白

云永星加油站
!".

的股份!致使

永泰公司胜诉后判决无法执行&

专案组经过初步分析 !发

现鸿益公司与金通盛公司货款

争议案存在诸多疑点' 一是诉

讼时间存在蹊跷& 该案恰好发

生在永泰公司与金通盛公司股

权争议诉讼期间( 二是诉讼过

程缺乏对抗!原$被告在庭审过

程中无任何抗辩! 法院
+

月立

案!

,

月判决! 与一般民事案件

的审理过程明显不同( 三是协

议管辖法院可疑!原$被告双方

注册地均不在荔湾区! 合同履

行地也不在荔湾区! 却协议到

荔湾区法院诉讼!不合常理&

调查揭开!局中局"玄机

发现可疑点后!专案组确定

了该案的关键问题)))鸿益公

司与金通盛公司之间是否存在

混泥土买卖行为&恰逢修改后民

诉法出台!明确规定了"人民检

察院因履行监督职责!可以向当

事人或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

况%! 从立法层面赋予民行检察

部门的调查核实权&专案组成员

于是制定了细致周密的调查计

划!辗转多地!先后走访了黄埔

区档案馆$ 加特可工程工地$化

州建设工程公司等多家单位!调

取书面材料近百份!询问相关人

员十多人!最终确认了鸿益公司

与金通盛公司之间并无混泥土

售买关系!所谓的混泥土货款欠

债更是子虚乌有&

经过近
(

个月的调查!同年

/

月!专案组最终确认了金通盛

公司与鸿益公司的货款纠纷诉

讼的确是虚假诉讼!是金通盛公

司为达到占有白云永星加油站

股权的目的而人为制造的一起

诉讼案&永泰公司与金通盛公司

对永星加油站的股权争议虽经

终审判决永泰公司胜诉!但其获

得的只是要求金通盛公司转移

股权的请求权!金通盛公司基于

其对股权的所有权!制造虚假诉

讼!利用法院查封其股权!阻止

永泰公司请求权的实现!甚至可

能拍卖股权进行所谓的"还债%!

其行为严重损害了永泰公司的

利益&真相水落石出后!荔湾区

检察院向荔湾区法院发出了再

审检察建议&

检察监督维护村民利益

专案组在调查中还发现!金

通盛公司负责人$鸿益公司负责

人等
!

名责任人员涉嫌刑事犯

罪!并及时将该案线索移送了荔

湾区公安局处理!区公安局初查

后对该案立案侦查!最终对该
!

名责任人员以涉嫌妨害作证罪

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近日!该案的刑事及民事部

分都有了最终处理结果&刑事方

面!荔湾区法院已对该案
!

名责

任人员以妨害作证罪作出有罪

判决&民事方面!法院已采纳了

再审检察建议!经重审!已改判

驳回该起诉!相应的!荔湾区法

院对登记在金通盛公司名下的

永星加油站
!".

股份也已解除

了冻结措施!该股份已顺利转移

登记到永泰公司名下!为企业挽

回直接经济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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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受益，致公司亿元贷款无法收回
湖北武汉：二员工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捕

本报讯$记者花耀兰 通讯

员周晶晶 王芳% 向借款方收

取高于公司规定的利息 ! 通过

赚取中间差额的方式受贿 ! 帮

不符条件的借款方获得贷款 !

致使公司
&

亿余元贷款 "打了

水漂%& 湖北武汉一家小额贷款

公司员工姚剑 $ 鄢振兴近日被

武汉市检察院以非国家工作人

员受贿罪批捕&

成立于
'%&(

年
&'

月的某

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其主要

业务就是向急需资金的中小企

业和个人发放贷款&按该公司内

部规定! 贷款金额
&%%%

万元以

下的!月息为
!.

!

&%%%

万元以上

的!月息为
(0/.

&

'-*(

年底!姚剑应聘进入该

公司! 担任信贷营销二部经理!

工作职责主要为找客户洽谈$准

备资料$实地考察$汇报情况$签

订合同等&鄢振兴则是姚剑部门

的业务员!工作上听从姚剑的调

动和安排&

自进入该公司工作!姚剑便

打起了自己发财致富的小算盘&

在为借款方办理贷款业务的过

程中!他通常向借款方索取高出

公司规定利息
*

到
'

个点的回

扣!要么通过中间人提出 !要么

指使鄢振兴提出&因为大多是通

过熟人牵线搭桥!且急需资金周

转!借款方也都心照不宣地满足

他们的要求!将规定利息打到公

司的账上!高出部分则直接打到

姚剑的个人账户上& 收到钱后!

姚剑通常会按事先约定的份额

支付给中间人一部分!再分几千

元给鄢振兴&既然拿了借款方好

处!姚剑在收集贷款资料和实地

调查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了!并不如实向公司汇报 &而部

分借款人和借款公司在支付了

公司几个月的利息后!就没了下

文!要么一再拖延 !要么干脆消

失不见&

'-*!

年
,

月! 在发现姚剑$

鄢振兴的受贿行为后!该公司向

警方报案&同年
*'

月!武汉市公

安局对该案立案侦查!并先后将

姚剑$鄢振兴刑事拘留&

经调查 !

'-*!

年
*

月至
/

月!姚剑 $鄢振兴在为借款方办

理贷款业务过程中!收受多个单

位和个人贿赂款共计
*,,1/

万

元!致使公司
&

亿余元到期贷款

无法收回 &其中 !姚剑个人实得

&!(1/

万元! 鄢振兴分得
)

万余

元&所得赃款 !姚剑全部用于购

房$购车$出国旅游等消费&

借款人李某在接受警方询

问时坦陈! 在为其办理
')--

万

元贷款的过程中 ! 二人前后共

收了他
"-

万元的好处费 & 其

间 ! 李某曾直接表明 ! 在短期

内无法偿还借款 ! 还提供了假

财务报表 & 但为拿到李某承诺

的好处 ! 姚剑 $ 鄢振兴在向公

司汇报时隐瞒了这些情况 ! 帮

李某成功借款&

'-&/

年
&

月
&(

日! 武汉市

检察院以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

受贿罪将两人批捕&检察官同时

表示!该案中部分借款人亦可能

涉嫌骗取贷款罪!对此公安机关

正在作进一步调查&

光“干股”分红就拿了250万
安徽电力公司原副总经理关守仲涉嫌受贿被诉

本报讯$记者吴贻伙% 未实际出资!却能与生意上的"伙伴%成

立新公司!并拿到"干股%分红&

&

月
&"

日!安徽省检察院官方微博发

布消息称!国家电网安徽省电力公司原副总经理关守仲!副厅级"涉

嫌受贿一案!已于日前由该省六安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今年
/,

岁的关守仲先后担任国家电网安徽省电力公司 !简称

#安徽电力公司$" 调度通信中心主任$ 安徽电力通信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安徽电力公司总工程师$ 副总经理等职务&

'-&!

年
)

月!

经安徽省检察院指定! 关守仲因涉嫌受贿犯罪! 由该省六安市检察

院立案侦查&

检察机关指控称! 关守仲在担任上述职务期间! 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 接受他人请托! 为他人在电力通信$ 电力调度数据网工程建

设$ 变电站自动化改造$ 系统软件开发等项目招投标过程中谋取利

益! 非法收受人民币及购物卡
!/,

万余元$ 美元
!

万元$ 欧元
&

万

元! 折合人民币计
!,-

余万元&

记者获悉! 在关守仲所收受的贿赂中! 有
(-/

万元人民币来自

于安徽格图通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格图公司&" 总经

理杨某! 这其中又有
'/-

万元来自于杨某给予他的 "干股% 分红&

据了解!

'---

年年底至
'--&

年! 时任安徽省电力中心调度所

副所长$ 安徽电力通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安徽电力调度通信中

心主任的关守仲! 推荐杨某及其格图公司作为华为公司在安徽省电

力系统的专项总代理! 参与安徽省电力通信骨干网项目投标& 招标

过程中! 关守仲向时任安徽电力通信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王某打

招呼! 让其关照杨某及格图公司&

'--&

年! 格图公司中标安徽省

电力通信骨干网项目& 从此! 格图公司代理的华为产品在安徽电力

系统打开了市场! 业务量逐年增加& 为感谢关守仲! 杨某与关守仲

商量在上海成立上海英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由杨某出资! 并口头

约定关守仲占有该公司
(-.

的股份! 还多次允诺分红&

'--+

年下半年! 关守仲向杨某提出要 "分红%& 杨某遂分三次

将
'/-

万元打入关守仲妻弟仇某的账户&

'-&-

年
(

月! 王某被立案

侦查后! 关守仲担心案件牵涉到自己! 便安排仇某退钱给杨某& 后

仇某以 "还本付息% 的名义! 转款
'/"

万元至上海英图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算是将关守仲所收受的
'/-

万元退给了杨某& 除上述
'/-

万元 "分红% 款之外! 杨某还先后三次共送给关守仲
//

万元&

收下“好处费”交给行贿人保管
海南：华侨中学原校长一审被判十年

本报讯$记者李轩甫% 由海南省海口市检察院立案侦查!并提

起公诉的海南华侨中学原校长曾纪宁受贿
(!-

余万元一案! 经审理

近日在海口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宣判! 法院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曾

纪宁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

万元&

经查!曾纪宁在
'--/

年至
'-&!

年间!利用担任海南华侨中学副

校长$校长的职务便利!收受陈某$叶某$曾某等
&"

人财物共计
(!)1'

万元$美元
(---

元!为他人在工程承建$采购承包$人事调动$招生合作

等事项中谋取利益& 其中受贿最大的一笔是在
'--,

年至
'-&'

年间!

陈某为感谢曾纪宁在承建华侨中学教学楼$综合楼$体育馆$围墙等建

设维修项目及办理学生入学等事项中给予的帮助! 分
&(

次在华侨中

学校园$曾纪宁办公室提出送给曾纪宁"好处费%共计
&(-

万元&曾纪宁

同意后将上述
&(-

万元委托陈某代为保管!待其退休后再提取&

法院查明! 曾纪宁将其收受的
(!&1'

万元贿赂款交由陈某代为

保管&案发后!曾纪宁通过陈某及

亲属主动上缴赃款
&/(1&

万元&

宣判后!曾纪宁对判决不服!

表示要上诉&

郭山泽
!

漫画

谁把举报资料泄露给了被举报人
!

李曙明

&

月
'&

日 '南方都市报(报

道)广州市白蚁防治行业协会副

会长陈善洪向国土房管局实名

举报会长胡某违法*出人意料的

是)举报人苦等结果期间 )却被

告知调查资料给了被举报人*

南都的报道中)记者也采访

了被举报人胡某) 他的说法是+

自从他
/

年前做了会长之后)陈

善洪就对他有了意见*尤其协会

在
'-&!

年
,

月因发现陈善洪违

规骗取白蚁工程保治金这一行

为之后)协会吊销了其公司的资

质 ) 陈善洪便更加尖锐地针对

他*如果他的说法属实 )陈善洪

的举报动机 )或许不乏 %公报私

仇$成分*但即使胡某所言和陈

举报有%公报私仇 $成分都是事

实 ) 也不改变这一举报中二人

%举报人$和%被举报人$的身份*

作为接受举报的部门)国土房管

局有责任以不同的方式对二人

%区别对待$*

陈善洪是举报人)只要他不

是故意捏造事实诬告对方)即使

举报内容和事实有出入)其举报

行为仍值得褒扬和鼓励*对陈善

洪来说)国土房管局有两项最重

要的义务+一是对其举报行为严

格保密*在这一事件中 )他是实

名举报)但%实名$是对接受举报

部门公开身份)对外尤其是对被

举报人)其身份仍需保密 ,二是

对其举报作出认真负责的调查)

并将有关信息和调查结论及时

向其通报 *从报道看 )这两项义

务)国土房管局都没做到*

胡某是被举报人*鉴于其被

举报人的身份)调查一般从外围

展开 )尽量不和他接触)尤其不

过早接触)以避免%打草惊蛇$*如

果最终调查结论否定其违法)那

么)自己曾被举报的事实)或永不

为其所知*当然)如果不接触本人

事实无从查清)那么)接触被举报

人就是必要的) 但此时仍需讲求

方式方法) 特别是不能透露举报

人信息) 不能让对方知晓举报材

料的%底牌$*而这一事件中)国土

房管局将举报资料给了被举报

人)举报人身份被公开)两项不能

做的事儿)它都做了*

该做的事儿没做)不能做的

事儿做了)其结果是+一-国土房

管局失去举报人的信任)并因此

成为对方的举报对象*陈善洪表

示)他无法再相信国土房管局的

公正性)将向市纪委 -市检察院

及媒体举报国土局和白蚁防治

行业协会 ,二 -身份公开的举报

人被置于危险境地 *举报 )轻则

砸人饭碗) 重则让人锒铛入狱)

举报人自然遭人忌恨*这方面的

教训包括血的教训)之前已有不

少*在这一事件中 )如果陈善洪

最终被报复)泄露其身份的国土

房管局难辞其咎*

和信奉 %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者相比 )举报人的社会责任

感和勇气显得格外珍贵*善待他

们)鼓励更多人勇敢举报 )是进

一步净化社会环境的必要举措*

接受举报的部门将举报材料泄

露给被举报人)不可原谅*好在)

泄密的事儿是谁干的)应该不难

查*官方称正在调查 )让我们和

公众一起期待下文*

四部门联合治理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
举报“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最高奖励5万元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曹丽辉 张伯晋% 今天上午!记

者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了解到!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四部门将联合启动"网络敲诈和有

偿删帖%专项整治工作&

国家网信办将专项整治工作分内$外两个层面同时推进'对外由

网信部门牵头!联合电信主管$公安$新闻出版广电等部门!重点针对

新闻网站$商业网站$非法网站$社交网络账号及网络公关公司开展!

为期半年(对内在国家网信办的领导指挥下!专门针对各级网信部门

和网信队伍开展!为期
(

个月&在专项整治中!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

还将探索新的管理手段!建立长效机制!在常抓不懈中巩固和提升治

理成效&

据悉!专项整治将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和网站!派专人
'!

小时

值守!欢迎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和全程监督&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

息举报中心专门开设了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举报专区! 举报电话

&'(""

!举报网址是
2221*'(""134

!举报最高奖励为
/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