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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车背后有主谋
!

杨 惠

高速公路两车相撞! 貌似一

场普通的追尾事故! 经调查发现

并非如此"

!"#!

年
$

月底的一天深夜 !

#

$$%

$接到张俊报警!称其驾驶的

轿车在锡宜高速公路上与前车发

生追尾%交警到达现场后!发现一

辆丰田轿车被一辆普桑轿车追

尾!事故现场无人员伤亡!只是丰

田轿车及高速护栏受损"两天后!

张俊&刘晓华来到交警部门!双方

在'张俊承担该起事故全部责任$

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上签字"

但双方因赔偿数额发生了分

歧" 丰田车车主将普桑车车主丁

强及其所投保公司诉至法院 !要

求丁强& 保险公司承担机动车交

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 "

!"$!

年
&

月!一审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判处

丁强& 保险公司赔偿丰田车车主

经济损失
'()

万余元" 同年
*

月!

保险公司支付了保险理赔金"

但保险公司在核查时发现了

疑点( 张俊多次出现在交通事故

当事人名单中!且号牌为苏
+!!!

的轿车多次发生交通事故! 巧合

度太高!里面可能存在猫儿腻%因

此向公安机关报了警%

经公安机关侦查!发现这起交

通事故确有隐情%普桑车车主丁强

的弟弟丁亮经营一家汽车修理门

市!因汽修行业竞争激烈!丁亮汽

修门市的收入只能保本% 于是!丁

亮就琢磨起发财的捷径!一次偶然

的机会!他发现制造交通事故骗取

保险公司理赔是个好办法%

因为汽修行业经常与保险公

司打交道! 对于交通事故理赔程

序非常清楚%于是!丁亮找来自己

的伙计张俊&刘晓华!这两人年纪

轻 !胆子大 !一听老板的提议 !立

马表示唯老板马首是瞻%

团队有了!就等着手实施了%

正好丁强手里有一辆普桑轿车 !

该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

商业险% 不久前丁亮也从一名叫

许霞的女士处购得一辆丰田轿

车!但未办理过户手续%于是丁亮

借来普桑车!在锡宜高速公路上!

由张俊驾驶普桑车故意追尾刘晓

华驾驶的丰田轿车! 制造了那场

交通事故%

事情按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

可在理赔过程中! 保险公司定损

数额没有达到丁亮预期! 他很气

愤!忙活了半天就给自己这点钱%

于是!丁亮拿起法律武器'维权$!

但和懂法的朋友商量后! 知道肇

事的丰田车没有过户! 车主仍是

许霞!自己不可以起诉保险公司%

丁亮一思量!反正追尾是故意的!

诉讼不妨也将计就计%于是!让该

朋友作为许霞的诉讼代理人 !持

伪造的起诉状&授权委托书!以许

霞的名义将丁强& 保险公司诉至

法院%诉讼中!丁亮动员哥哥丁强

配合诉讼%事后丁亮持生效判决!

冒用许霞名义从保险公司骗取保

险金
,

万余元%

除此之外!公安机关侦查发现

丁亮&张俊&刘晓华等人还参与了

多起骗保案件%

!%#)

年
&

月!公安

机关对丁亮等人以涉嫌诈骗罪立

案侦查%

!%#)

年
*

月!该案移送至

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检察院!经审

查发现!法院对许霞交通肇事赔偿

案作出的民事判决可能有误!于是

该院又进一步调查核实%

'我家的丰田轿车早卖给丁

亮了 !怎么还打官司了 )$许霞看

着民事判决书! 惊讶地对检察官

说('这些字都不是我签的! 判决

书上写的家庭住址也不是我们家

的地址%$

为了进一步还原事情真相 !

检察官将诉状上的签名送技术部

门申请笔迹鉴定! 鉴定结果显示

签名确非许霞亲笔书写%

'事实表明!丁亮等人的行为

涉嫌虚假诉讼! 损害了诉讼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 妨害了司法审判

秩序%$崇安区检察院民行科副科

长马奔说%

!%#)

年
,

月! 崇安区检察院

依法向无锡市检察院提请抗诉 !

无锡市检察院采纳了建议! 向无

锡市中级法院提出民事抗诉 %

!%#-

年
##

月!再审法院支持了检

察机关的抗诉意见! 裁定撤销一

审民事判决 !驳回丁亮 &张俊 &刘

晓华以许霞名义提出的起诉 %目

前! 被骗取的
,

万余元保险金已

被如数追回 %丁亮 &张俊 &刘晓华

也得到了相应的刑事处罚%

'感谢检察机关为企业的发展

保驾护航!今后我们一定会严加防

范! 规范操作! 谨防保险诈骗%$

!%#&

年
#

月
#-

日!在预防保险诈

骗的法律讲堂上!保险公司负责人

握着检察官的手感激地说道%

一颗子弹

!

齐丹丹

每次看黑社会题材的电影!我就会想起"

##

#

%!

$涉黑专

案!想起人民路一夜之间被"冤$字覆盖以及李书记被子弹威

胁的场景%

!%##

年
-

月
!

日!我承办一起聚众斗殴案%案情很简单!

因为往年堆积的矛盾爆发!双方约了时间&地点打架%可认真

琢磨完案卷后!我发现这个案子不简单'双方的涉案人数都有

三十几个!而且都带着关公刀&开山刀!一下子买到这么多刀

可不容易!也没有哪个老板会卖!可能早就准备好了%

带着疑问!我与嫌疑人进行了第一次对话%问到斗殴的来

龙去脉!嫌疑人回答说是因为"嘉兴帮$的人先追着自己的朋

友打!那位朋友气不过才找了"含田帮$的"小胖$!因为两个帮

派素来矛盾颇深!"含田帮$就跟"嘉兴帮$约了架%

"含田帮$ 是一个以部分含田村村民为组织中心的帮派!

之前办理过的廖海兵聚众斗殴案! 李建德等
#*

人聚众斗殴&

故意毁坏财物&故意伤害案!张恒聚众斗殴案等案件都与"含

田帮$有关!他们甚至在部分斗殴的过程中还使用了枪械%这

次与"嘉兴帮$的聚众斗殴虽然是约架!但是根据嫌疑人的口

供可以明确"含田帮$帮派内部组织结构清晰严明!而且这个

帮派在社会上产生了很严重的不良影响! 嘉禾县的老百姓听

到这个帮派的名字都会躲着走% 如果将他们的行为进一步深

挖分析!这个案子很有可能是嘉禾县涉黑第一案%

讯问回来以后!我找科里承办人梳理出与"含田帮$有关

的案件
.

起! 根据案件相关程度和办理情况找档案室借出了

案卷%我认真细致地审阅了案卷!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将

涉案人员的名字一个个写在了稿纸上%最终!我画出了"含田

帮$的组织架构图!这个案件是办定了%

第二天清晨!嘉禾县人民路上出现了整条街的"冤$字!这

些字迹油墨未干!往来的人群都低着头行走%原来!这是"含田

帮$成员知道我们正在查处他们的案件!从而召集自己的亲朋

好友连夜"粉刷$了人民路%那天的我!倍感焦灼!但我不能回头(

"政法委李书记今天早上收到了一颗子弹))$是"含田

帮$邮寄给李书记的!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开始担心'他们会不

会这样对我的家人%若就此罢手!后果更是不堪设想%除了往

前走!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最终! 我们通过不断走

访&调查&补证!终于将这个

案子办成铁案%

"作者单位!湖南省嘉禾

县检察院#

“赎车能力”是关键
!

王 宇

为了收回债权! 教唆债务

人租车抵押诈骗!案发后!找尽

理由为自己开脱%最终!在公诉

人环环相扣的举证&质证下!犯

罪嫌疑人低头忏悔%

!"$-

年
$!

月
!'

日!刘永干&王以卫合同

诈骗一案被江苏省宿迁市检察

院表彰为'优秀考核庭$!并评

为三等奖%

!"$$

年
-

月!刘永干向王

以卫借款
)

万元!后无力偿还%

多次催要未果后! 王以卫告诉

刘永干! 可以从汽车租赁公司

租汽车用于抵押换钱还债!并

答应为他联系抵押人%

!"$-

年

-

月! 刘永干从汽车租赁公司

租来奔驰轿车
$

辆*价值
$.

万

余元+! 以
&

万元钱抵押出去%

侦查机关侦查后认为! 刘永干

没有赎车能力!仍然租车抵押!

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

意!涉嫌合同诈骗罪!王以卫构

成共犯%

庭审中! 王以卫的辩护人

对他作无罪辩护%辩护人认为!

租车合同是刘永干签订的!实

施合同诈骗的主体是刘永干而

非王以卫! 王以卫不应当构成

犯罪%

针对辩护人的这一意见!

公诉人郭健立即予以反驳(王

以卫明知道刘永干没有赎回车

辆的能力! 依然教唆其去租车

抵押!成立合同诈骗罪共犯%

辩护人提出!王以卫并没有

教唆刘永干不去赎回车辆!让其

租车抵押!只是想收回自己的债

务!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郭健指出! 王以卫明知刘

永干不具备赎回车辆的经济能

力! 而提出租车抵押并帮忙联

系抵押事宜! 致使刘永干产生

犯罪故意! 其是否明确说出让

刘永干'不要赎车$的话语并不

影响犯罪定性%

针对郭健的指控! 王以卫

一口咬定自己认为刘永干具备

赎车能力! 让其租车抵押只是

想早点实现债权%

围绕王以卫是否明知刘永

干不具备赎车能力这一焦点!

郭健开始了连环发问%

'王以卫!你为什么会借钱

给刘永干)$

'我们俩是朋友!所以他手

里没钱我就借给他了%$

'为什么之前你多次催要!

刘永干都没有还你钱呢)$

'他当时没有工作!也没有

什么收入! 外面又欠下了不少

债务!所以没钱还给我%$

'既然你知道刘永干的经

济状况很糟糕! 连
)

万元钱都

拿不出来! 又怎么能够确定他

有能力拿出
&

万元赎回汽车

呢)$

'他自己没有能力赎回车

辆!但是他还有亲戚朋友啊!亲

朋好友之间肯定会相互帮助

的! 我认为他可以从他们那里

借钱赎回车辆%$王以卫犹豫了

一会儿回答道%

'按你所说!那你一定对他

的亲戚朋友也很了解! 你能向

我们介绍下刘永干亲戚朋友的

基本情况吗)$郭健接着追问%

听到郭健这样发问! 王以

卫很久没有出声! 最后以自己

记不清为由拒绝回答%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既然

你当时认为刘永干的亲戚朋友

会借钱给他!那为什么不让刘永

干直接向他们借钱还给你!而是

大费周折去租车抵押再还款

呢)$郭健乘胜追击!再次发问%

王以卫支吾了半天也没说

出个所以然! 最后索性不再辩

解%

'刘永干是无业人员!没有

稳定的收入且欠下大量债务%

作为朋友! 王以卫显然知道这

种情况% 而他认为刘永干具备

赎车能力的推断是建立在自己

都不确定的 *家庭可以帮其赎

车+的推测上!显然是站不住脚

的!建议法庭不予采信"$结合

相关证据! 郭健最后直指王以

卫辩解中的破绽"

面对郭健出示的大量证据

及丝丝入扣的分析! 王以卫最

终当庭认罪('我原本只是想拿

回自己的钱! 所以才在明知刘

永干没有赎车能力的情况下让

他去租车抵押骗钱! 我当时认

为自己只是出个主意! 不会构

成犯罪! 没想到仍然触犯了法

律"我现在很后悔!请法庭给我

一个机会"$ 在最后陈述阶段!

王以卫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

年
$"

月
!"

日!法院

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刘永干有期

徒刑四年零三个月! 并处罚金

人民币
$"

万元,判处王以卫有

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并处罚

金人民币
,

万元%

死 囚
!

陈思远 李 磊

!"$$

年
$$

月! 济南铁路公安处看守所收押了一名涉嫌

故意杀人的犯罪嫌疑人庞恒恩% 我们济南铁路运输检察院高

度重视! 将其列入重点监督事项% 驻所检察员全面履行监督

职责! 对于公安机关监管执法过程& 安全防范措施& 保障被

羁押人合法权益等方面进行全面监督% 该案历时
)

年又
$

个

多月% 近日! 我院派员协助上级院参加执行死刑临场监督%

$''&

年
)

月
-

日! 山东梁山人庞恒恩与他人在铁路一

厂区内发生争执后将对方打昏! 以残忍的手段将对方杀害!

藏匿尸体并畏罪潜逃! 之后隐姓埋名& 娶妻生子! 时间长达

$*

年%

!"$$

年
$$

月
$

日! 庞恒恩被抓获% 随着诉讼活动的

进行! 我们监所科适时与侦监& 公诉部门互相通报情况! 随

时掌握办案进度%

!"$!

年
$!

月
$-

日! 经山东省检察院济南铁路运输分

院起诉! 庞恒恩被济南铁路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 庞恒恩

提出上诉% 该案件进入较长时期的省高院二审和最高人民法

院死刑核准程序% 其间! 我们重点检查看守所是否坚持执行

!-

小时专人盯防及夜间
!

人以上轮流看护制度等%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坚持维护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天气

炎热时嘱咐值班所长给他送绿豆汤&延长其放风时间,当发现

他身体不适!则督促狱医前来诊治!还专门给其做病号饭))

我们还与看守所研究! 在法律未禁止的情况下增加了一些人

性化管理!允许他读书看报!节假日全天播放电视等%

!"$&

年
$

月
$&

日! 济南铁路中级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

核准死刑的裁定! 对庞恒恩执行了死刑% 我院派员参加执行

死刑的临场监督% 事前我们对照 -检察机关执法工作规范.

做了充分准备% 为了保证安全防范工作的万无一失和人性化

监管监督工作的善始善终! 我们还与公安看守所研究了安全

预案% 对途中押解& 移交法院& 近亲属会见等细节逐一做了

周密安排% 执行当日! 检察员认真履行了职责! 依法对于执

行死刑的全过程同步监督% 特别是保障了庞恒恩与其近亲属

的会见权! 充分尊重其本人的人格尊严, 给予其家庭成员必

要的情感慰藉% 该案件是
$''.

年刑法实施后在我院辖区看守

所羁押人员中执行死刑的首起案例, 也是
!"$!

年 -人民检察

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中明确执行死刑临场监督

任务由监所检察部门承担

以来的首例%

"作者单位 ! 山东省

济南铁路运输检察院$

40余名民工工资久拖不发，年关难过。老板有苦衷：有债权没现金。检方从中斡旋，清算账目核实债权———

实现债权发工资
!

石文纲

!"$&

年
!

月
$*

日!羊年春节

即将来临% 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

检察院刚搬到新城区! 门口显得

有些荒凉%但这天下午!山丹县检

察院大门外闹哄哄的! 还伴随着

鞭炮声%此时门口聚集着十多人!

他们喜笑颜开! 手中捧着一面鲜

艳的锦旗 !上书 '执法如山 &热情

服务$%其中一位径直朝着该院公

诉科科长赵磊走去! 握着他的手

说道('赵科长! 我都觉得没希望

了! 没想到能在春节前拿到这笔

钱!太感谢您了-$

说好付款 却不兑现

!"$-

年
.

月上旬的一天 !赵

磊如往常一样!庭审结束后回到自

己办公室!还没来得及喝口水就听

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是什么

事情这么着急)$ 赵磊一边思索着

一边急忙打开了办公室的门%还未

等他说话!对面的中年男子主动说

道('同志!俺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了!俺们村的检察服务联络员说俺

这事检察官能帮俺! 所以俺就来

了%俺这钱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还是要不回来!俺都不知道怎

么给乡亲们交代了!求求你帮帮俺

吧..$突然听到这席话的赵磊也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便让这位中年

男子坐下来慢慢说%

这位男子名叫赵建寿*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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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他与四川省巫山县

富顺劳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彭金

华口头协议! 由他找民工在甘肃

省山丹县军马一场中铁二局一工

区彭金华承包的施工地段从事地

面附属工程 *干砌护坡 +!工程结

束后付款%他找到
!)

名民工开始

施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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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工程完工 !之

后他开始向彭金华追要工资款 !

但彭金华以中铁二局项目部仍未

结算工程款为由拒绝支付这批工

人的工资%但已临近春节!未拿到

工资的
!)

名工人都找赵建寿结

算工资好过年%

本来是自己带着大家去打工

挣钱的! 可这工资要了那么久还

是没见到一分钱! 觉得对不起大

家! 自己也很焦急% 眼下又是年

关! 他又去找彭金华要钱! 可他

总是不给爽快的答复! 最后答应

年前给大家发钱 % 可除夕都到

了 ! 彭金华的手机却关机了 %看

着前来要账的几个工人! 赵建寿

将自己的存款拿了出来! 给大家

发了工资%

总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自己

也没有过多的资金给每个人发工

资!只能去找彭金华要%可彭金华

根本就联系不上!给他打电话不是

关机就是不接%被逼无奈的赵建寿

只好赶赴山丹县军马二场的中铁

二局一工区!看看能不能见到彭金

华本人!没想到工区里除了值班人

员就没有别人%彭金华本不是当地

人!如今却'失踪$了!这是赵建寿

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

打了欠条 仍不给钱

万般无奈的赵建寿来到他所

在村的检察服务联络室! 找检察

联络员咨询! 才知道劳动报酬的

事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

责 % 被指明方向的他高兴地说 (

'家门口有了检察院真好-$

于是他在检察联络员的帮助

下向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进行了投诉%

山丹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接到赵建寿的投诉后!又先后接

到徐有才*化名+等其他民工的投

诉!随即委托巫山县劳动保障监察

大队向巫山县富顺劳务有限公司

送达整改指令书!责令
.

日内核算

并支付工资%在山丹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的协调下!彭金华回山

丹对施工账目进行了清算核对!打

下了工资欠条! 并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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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前付清民工工资%但到期后

赵建寿还是没有拿到工资!而且彭

金华再度'失联$%

他只好再次找到检察联络员

咨询! 检察联络员让他直接找检

察院!他便匆匆来到检察院!让检

察院帮他索要自己的血汗钱%

监督立案 抓获归案

赵磊听了他的诉说! 一面安

慰他!一面让他安心回去%赵建寿

一出门!赵磊也跟着出了办公室!

立即给检察长汇报了此事! 检察

长便指示侦查监督科办理该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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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山丹县检察院

以彭金华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罪监督公安机关立案! 同时联合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公安

局&法院共同制定了/关于深入开

展整治恶意欠薪专项行动工作的

实施意见0的行政司法衔接制度!

将案件移交山丹县公安局%

接到案件后! 山丹县公安局

经审核对该案立案调查! 立案后

山丹县检察院一直跟踪该案的处

理情况!但由于彭金华拒不到案!

山丹县公安局依法于
!"$-

年
,

月
*

日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罪将彭金华列为逃犯! 从网上追

逃! 后彭金华在湖北省宜昌东火

车站进站口乘车时被抓获归案!

'

月
!)

日!山丹县检察院依法批准

逮捕了彭金华%

检方斡旋 领薪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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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案件移送

至山丹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该案

又转到了赵磊的手里! 经审查后

赵磊认为该案的最终目的是把民

工工资结清! 于是他提讯了犯罪

嫌疑人彭金华 % #不是俺不想还

钱! 兰新高铁甘青段项目部一工

区欠我机械租赁费不给! 我就无

法还%$坐在看守所审讯室的彭金

华说%

#机械租赁费)如果他有债权

的话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一个念

头在赵磊脑子里浮现%

赵磊追问道(#兰新高铁甘青

段项目部一工区欠你机械租赁费

能抵清工资款吗) 怎么没有结算

呢)$

#兰新高铁甘青段项目部一

工区欠我机械租赁费大约
,!

万

余元未清算!我现在在看守所!怎

么结算%$彭金华说%

赵磊提讯完! 心里感觉格外

轻松! 他立即向分管副检察长汇

报! 并立即与分管副检察长毛暄

冒着严寒! 驱车前往兰新高铁甘

青段项目部一工区!调查了解!彭

金华确实有债权在该项目部%

随即!赵磊电话联系彭金华的

律师!由其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为取

保候审!并及时联系该项目部财务

人员与彭金华清算机械租赁费的

账务!经过几天的算账!兰新高铁

甘青段项目部一工区确实欠彭金

华机械租赁费
,!

万余元%

账是算清了! 但机械租赁费

可不能直接给彭金华! 赵磊便再

次驱车到兰新高铁甘青段项目部

一工区与工程项目部工作人员进

行了协调沟通!最终说服了他们!

将彭金华的部分机械租赁费转付

到检察院账户! 以支付彭金华拖

欠的民工劳动报酬%

经过检察院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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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兰新高铁甘青段项目部

将彭金华的部分机械租赁费打入

检察院账户%当日!山丹县检察院

将
-*

万元工资发放到赵建寿所

带的
!)

名民工及其他为彭金华

干工程的十几名民工手中%

公诉人简介

郭健，女，1986年9月生，
江苏盱眙人，2009年进入江苏
省宿迁市宿城区检察院工作，
现为公诉科副科长、检察员。
2014年被评为“全市检察机关
十佳公诉人”。

郭健正在宣读起诉书

赵建寿终于领取了迟到一年多的薪水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