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演 黄建安

第一幕
为逃避执行

虚构160万元债务纠纷

吉安市宝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
“宝德地产”）与黄建安发生民间借贷纠纷，
双方为此闹到了吉州区法院打官司。最后
官司还打到了吉安市中级法院。吉安市中
级法院于 2013年 12月 16日作出（2013）吉中
民二终字第 19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称：黄
建安偿还“宝德地产”借款 531470 元及利
息。虽然“宝德地产”的官司胜诉了，但黄建
安还是抵赖，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无奈“宝
德地产”向吉州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
依法查封了黄建安的一套房屋。

为了转移资产，逃避执行。黄建安精心
导演了一场虚假诉讼。他与一位叫秦兵男
子串通，虚构 160 万元的债务纠纷，然后又
通过虚假诉讼，骗取了吉州区法院（2014）吉
民初字第 231 号民事调解书，以此对抗法院
的执行。

据悉，黄建安与秦兵虚假诉讼一案的案
件线索是吉安市检察院民行处与吉州区检
察院民行科开展民事行政虚假诉讼专项行
动时发现的。检察干警发现，“宝德地产”在
申请法院执行被执行人黄建安欠款时，通过
黄建安的账面往来发现，黄与秦的 160 万元
债务纠纷全是虚构的。于是吉州区检察院
向吉州区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吉州区法
院也启动了再审程序。

偷鸡不成蚀把米。通过吉州区检察院
的努力监督，黄建安精心策划的虚假债务纠
纷诉讼案件原形毕露。

导 演 万江华

第二幕
替人代办产权证

贿赂法官制造假调解书

房屋中介工作人员、律师与法官串通，
通过虚构房屋买卖事实，伪造房屋买卖合
同、发票等证据，制造虚假民事调解书为梁
某某的农房办理商品房产权证。可让他们
没想到的是，他们精心编织的假官司最后还
是露出马脚。

那么，事实真相到底如何？
据南昌市青山湖区检察院查明，梁某某

父亲在南昌市青山南路盖有农房一幢共 10
套，为盘活资产，方便向银行抵押贷款，梁某
某找到中介工作人员万江华（化名），委托万
江华想办法将该幢农房办理商品房产权证。

万江华找到某房产公司原职工方波
（化名）等人商议办证事宜，决定虚构梁某某
等人购买商品房事实，又以梁某某名义向法
院起诉某房产公司，通过法院的裁判及执行
程序，以此形式为该套农房办理商品房产权
证。为了达到虚假诉讼的目的，方波等人着
手准备假购房合同、某房产公司的假公章、
假财务章等诉讼所需材料。

在伪造相关证据后，2010 年底，万江华
找到江西某律师事务所法律工作者梁波
（化名）及时任某法院法官郑某某。希望郑
某某为梁某某诉某房产公司的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等 8 起案件立案，并承诺给予一定好
处费。郑某某在明知 13 套涉案房屋在南昌
市房管局没有相关备案资料，按规定不能办
理商品房产权证。另外，郑某某明知对该 8
起合同纠纷案没有管辖权，但受利益的驱
使，郑某某仍同意受理这些案件。

2011 年 1 月，梁波带着伪造的 8 起案件
的民事起诉书、授权委托书、原被告达成的
调解协议等诉讼材料找到郑某某。郑某某
在未审核原被告真实身份信息的情况下，为
他们办理了立案手续。更为大胆的是，郑某
某在原被告均未到庭的情况下，制作了 8 份
调解笔录及 8份民事调解书。

在完成上述程序之后，梁波依据该 8 份
民事调解书向某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次日，
该院立案执行，并向南昌市房管局发出了为

梁某某等 8 人办理 13 套商品房产权证的协
助执行通知书。南昌市房管局在收到法院
的裁判文书后，也为该 13 套房屋的房主办
理了商品房产权证。

青山湖检察院通过审查认为，万江华在
接受梁某某办理商品房产权证的委托后，与
他人共同伪造证据、虚构相关事实，精心导
演了这起虚假诉讼，该院作出了提请抗诉决
定，目前，法院也启动了再审程序。

最后，办案法官郑某某因为枉法裁判
罪、受贿罪被判刑，而万江华等人也受到相
应的处罚。

提 醒
挑战法律最终要付出代价

司法实践中，一些当事人双方事先恶意
串通，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手段侵害国家、
集体或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因为当事双方
在法庭上一唱一和，导致法院很难发现它的
虚假，让一些不法分子钻空子频频得逞。在
民事行政诉讼领域，日益增多的虚假诉讼案
件，严重扰乱了司法秩序，损害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任何人胆敢挑战法律底线，都要受到
法律的严惩。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全省
检察机关自去年以来开展了打击虚假诉讼
专项活动，重点打击诉讼当事人采取捏造
事实、伪造证据、唆使他人提供虚假证明文
件等手段,骗取法院法律文书,以实现其他
非法目的的行为。突出监督重点，重点关
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房地产权属纠纷案
件，保险理赔纠纷案件，离婚案件的一方当
事人为被告、破产中的企业为被告和改制
中的国有、集体企业为被告的财产纠纷案
件，拆迁区划范围内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
体的分家析产、继承、赠与、房屋买卖纠纷
案件以及涉及工程造价司法鉴定、交通事
故责任认定、驰名商标认定的案件等虚假
诉讼多发、易发领域。一旦查实，都将严肃
追究有关当事人的责任。

治广角法FAZHI
便民诉讼暖民心

“想不到打官司也没想象中的那么复杂，这么快就立好案
了”。1月28日，在永丰县人民法院沙溪法庭诉讼服务中心一位
前来立案的群众这样说道。法官仅用了30分钟就帮他办理好了
立案手续，只需等待开庭。

沙溪法庭位于永丰县南部的大山深处，距县城70多公里，辖
六个乡镇55个村委会，人口约8万人。去年5月，永丰县法院为了
解决群众来回不便的诉讼难题，在沙溪法庭设立一个便民诉讼服
务中心，为群众提供一站式诉讼服务。 （傅运华）

政 纵横谈法FAZHI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
了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推进司法公开的决定。检察机
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深化
检务公开既是推进司法公开的
重要内容,也是不断提高检察执
法的透明度和公信力,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服务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的迫切需要。

深化检务公开是建设法治
政府的必然要求。作为国家的
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在保护
公民合法权益、惩治犯罪行为
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
此,深化检务公开既是保障人民
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情权、参
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客观需
要，更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
要求。

变被动公开为主动公开。
要转变被动公开模式，认识到
检务公开不是“作秀”、不是“面
子工程”，应将检务公开工作
摆在与职务犯罪侦查、审查逮
捕、审查起诉等检察“主业”同
等重要的地位。树立不积极主
动落实检务公开就是失职、就
是不公的理念。检务公开的价
值在于适应人民群众不断增长

的司法期待，保障人民群众实现对检察工
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使
检察权在阳光下运行，提高司法公信力，是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
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

变选择性公开为全面公开。要完善检
务公开制度，在公开内容上必须要大胆放
开，不仅公开检察工作的基本情况，而且要
公开每一起案件的办理情况，在公开过程
中杜绝半遮半掩，藏头匿尾，避重就轻的现
象，真正做到全面公开，坚持公开是原则，
不公开是例外。制定统一标准明确不公开
的情形，建立严格的不公开审查机制，确保
全面公开，不留死角。

变内部公开为外部公开。要改变以往
偏重向党委、人大、政协以及上级机关公开
的做法，创新公开形式、拓展公开渠道，扩
大检务公开的范围。检务公开工作必须体
现检察工作人民性这一重要属性，检务公
开应当多面向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感到
检务公开就在身边。一方面充分发掘传统
检务公开方式的潜力，另一方面积极迎合
新媒体时代的要求，学会运用网络在更大
范围、更高层次上推进检务公开。
（作者系永新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刘崇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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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干对社区矫正工作执法检查
为规范新干县社区矫正工作，新干县检察院

依法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组织人员对该县社区矫
正工作进行了一次执法监管大检查，深入到全县
13个乡镇，采取“先暗访后明察”方式对全县 108
名监外执行罪犯的社区矫正情况进行调查摸底，
发现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有的对监外执行罪犯没
有减刑。对此，该院已向县社区矫正机构发出了
检察建议，要求县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矫正工作
存在问题和瑕疵进行整改。 （洪莉莉）

永丰创建“阳光检察”新品牌
日前，永丰县检察院组织全院干警全面深入

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该院要求每名
干警都要学用结合，切实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到
检察工作的每一个具体环节中。作为法律监督
机关，检察机关要公正司法，就必须坚持以事实
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健全事实认定符合客观
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
序公正的法律制度，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
历史检验。基层检察机关要不断深化检务公开
改革，以执法办案信息公开为重点，拓展公开领
域和范围，构建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法律
监督新模式，打造起点更高、领域更广的“阳光检
察”新品牌。 （吴秋霞）

靖安地税加强稽查执法力度
2014 年，靖安县地税局采取多种措施，加

大稽查力度，实现稽查收入再创新高。全年共
检查和组织企业自查 35 户，查补收入 560 万
元，同比增长 53.7%。该局通过不断优化选案，
拓宽举报通道，强化案件督查、加大典型案件
曝光率等方式，稽查执法力度日益加强，稽查
作用日益显现。 （谭国文）

崇仁“红豆杉案”13名嫌犯归案
日前，崇仁县相山镇双坑山场的非法采

伐、运输、出售、收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南
方红豆杉系列案已成功告破。该系列案共涉
及犯罪嫌疑人 19 人，其中 13 人已归案，6 人尚
在追捕中。 （陈英明）

井冈山反贪工作敢于碰硬
新年伊始,井冈山市人民检察院全力谋开局,

努力抓办案，行动迅速,重拳出击。 在办案过程
中,院领导靠前指挥,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始
终坚守在办案一线,充分发扬敢打硬仗的拼搏精
神,极大地鼓舞了反贪干警的士气,加快了办案的
节奏,克服办案阻力,实现了反贪工作的良好开
局。截至1月12日,共立案5件5人。 （陈海平）

上高首聘社区民生检察联络员
日前,上高县检察院举行社区民生检察联络

员聘任仪式，为在全县18个社区及工业园区聘请
的 18名威信高、工作经验丰富、热爱关心检察事
业的干部群众颁发社区民生检察联络员聘书。
据悉，检察联络员的职责是收集各类社情民意、
受理群众反映的职务犯罪案件等情况进行监督
评价、收集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的建议、意见和
批评等8个方面的职责。 （文 柳）

东湖着力保障律师阅卷权
去年以来，南昌市东湖区检察院采取有效措

施，在加强学习、创新举措、完善制度及注重沟通
上下工夫，着力保障律师阅卷权，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共接待律师阅卷 202 人次，实现了保障律
师执业零投诉。 (刘华明 张 婧)

进贤白圩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进贤县白圩乡紧紧抓住经济发展这根弦，

做到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该乡采取各种
措施，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为加快农村经济
发展提供保证，全乡党风廉政建设呈现良好的
兆头。 （胡江华 邹新文）

高安青年服务小分队受百姓赞誉
“有困难，请找法院青年服务小分队。”在开

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高安市人民法
院将司法为民落到实处，成立了 5个青年法律服
务小分对队，积极提供法律服务，受到当地群众
的广泛赞誉，其中少年庭小分队荣获江西省2014
年度“青少年维权岗”称号。据了解，去年以来，
法律服务队上门立案 69 件，巡回审案 197 件，妥
善化解各类纠纷80多起，加深了群众对法院的了
解和信任。 （王永东 黄春根）

武宁一司机酒后开车被查
日前，省交警直属二支队六大队的民警在永

武高速武宁收费站设岗检查时发现，一辆小型面
包车在收费站出口处停了片刻不动，于是民警上
前检查该车，此时驾驶员李某（武宁人）神色慌张
且脸色发红，民警要求李某进行酒精检测。经检
测，李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含酒精 59.2 毫克，已
经达到酒后驾驶的标准。最后，民警按照交通法
规定对李某作出 1500元的罚款并驾驶证记 12分
的处罚。 （胡海平）

治信息法FA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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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鸡
检察机关依法监督让两起虚假诉讼水落石出

雷树根 周 琼 唐艳华 本报记者 钟金平

不成蚀把米

余干检察院提升群众工作水平

近年来,余干县检察院不断优化司法
为民、便民、利民的服务举措,贴近基层、贴
近群众,全面提升群众工作能力,进一步密
切检群关系,努力践行群众路线。

打造“干检案管”掌上预约平台。去年 4
月,该院案管办在微信平台上开通了名为

“干检案管”的公众服务号。律师可以通过
手机微信添加账号名或扫扫二维码向案管
申请预约,按预约时间携带“三证”前来即
可查阅案件材料。该院案管办还在该平台
上定期发布相关司法解释、法学前沿观点、
典型案例,方便群众了解最新司法动态。
另外，该院还通过开通行贿档案查询“网上
快车道”，完善网上检务接待大厅等措施进
一步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加强与群众的联
系和互动交流。 （吴波）

龙虎山一村民遭野猪攻击身亡

日前，鹰潭市公安局龙虎山分局接到
报警称,龙虎山景区上清镇泥湾村余家地
村民徐某某于当日下午 1 时许，独自一人
进入“馒头墩”高山上搞副业，当日下午 4
时许，家人多次拨打其手机，但一直无人接
听，很有可能发生不测，请求帮助。

龙虎山公安分局接到报警后立即启动
应急方案，一边派出由分局治安、刑侦、消
防等警种民警和 30多名村民进山搜寻，一
边电话向鹰潭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联系，请
求增派警犬协助搜索。经过六小时翻山越
岭地毯式的搜寻，终于在次日凌晨 2 时 10
分，找到了脸部出血肿胀、处于昏迷状态的
徐某某。不幸的是徐某某因伤势过重经医
院抢救无效死亡，初步调查系遇到野猪攻
击所致。民警提醒：村民慎入深山，急需时
最好结伴而行，并提前告知家属自己前往
的具体地点，以防不测。（胡爱民 谢样鑫）

江西公安“经侦网”受好评
由江西警察学院独立开发的、面向全

国经侦警察的专业性网站——公安部经济
犯罪侦查教育训练基地网站，日前与公安
部经侦局的网站链接，得到公安部经侦局
领导的充分肯定。 （姚书翰）

虚假诉讼，是指民事诉讼的双

方当事人恶意串通，合谋编制虚假

事实和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利用

法院的审判权、执行权，非法侵占或

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财产或权益

的诉讼行为。说白了就是原被告串

通打假官司。

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解到，我

省检察机关通过依法监督，让不少

虚假诉讼水落石出。

核心提示

治要闻法FAZHI

日前，经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
江西某高校后勤集团负责人王某因受贿，被
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
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十万元。

王某涉嫌受贿一案线索，是南昌市青山
湖区检察院在协助上级院查办其他职务犯罪
案件时发现。经查，现年50岁的王某，案发前

曾担任江西某高校后勤集团负责人（正处级
干部）。2008 年 9 月，王某在其分管该高校后
勤工作的过程中，以邀标的形式帮助陈某顺
利承接到学校学生食堂建设工程。在2008年
至 2009 年期间，王某又以直接发包的形式帮
助伍某、熊某等人取得了学校食堂经营权。
陈某、伍某等人为了感谢王某的关照，先后送

给王某共计人民币85.4万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某利用职

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共计
人民币 85.4 万元，构成受贿罪。鉴于王某主
动退还大部分赃款，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
掌握的其他犯罪事实，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
遂作出上述判决。 （贾莉萍）

岁末年初，正是各类侵财性犯罪案件的
高发期。为在春节期间给市民营造良好的社
会氛围和治安环境，鄱阳警方进一步加大对
侵财性案件的打击力度。日前，该县警方经
蹲点守候、缜密侦查，成功捣毁一个专门砸车
玻璃盗窃的犯罪团伙，一举抓获 8 名团伙成
员。

据了解，自从去年11月下旬起，鄱阳县城
周边区域的撬砸车窗盗窃案件频发。临近年
关，警方已先后接到数十起，有时一个晚上就
发案八九起。通过对这些案件现场仔细勘察
后，民警发现，这些案件嫌犯作案手法如出一
辙，大多是手持钝器将汽车副驾驶一侧的车
门玻璃砸烂，盗窃车内物品；作案方式为地毯

式扫荡，所砸轿车涵盖高中低档所有类型的
轿车，甚至还有轻型货车；被砸汽车虽多，但
嫌犯获取的财物并不多，小到一两包香烟，十
几元零钱，最大一笔是1100元现金，其他财物
价值也非常有限；而从发案地点来看，主要以
开放式居民小区、偏僻的道路两侧临时停车
场为主。

案件发生后，鄱阳公安局高度重视，迅速
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对案件专案专办，
展开侦查，并要求专案组民警立足现场，积极
摸排、走访调查，加大对重点场所、重点区域
的连续蹲点守候力度。

在鄱阳警方多警种联动的整体巡逻防控
体系下，嫌疑人终于浮出了水面。1月12日凌

晨1时许，负责在城北新天地小区附近蹲点巡
逻民警，成功将正在实施砸车玻璃盗窃的张
某、吴某抓获归案。此后，专案组民警经审讯
深挖，乘胜追击，又将该团伙成员郑某、黄某、
陈某、朱某、洪某、李某六人抓获归案。

据查证，该犯罪团伙自去年 11 月下旬以
来，利用夜间行人稀少的便利，在鄱阳县城、
新天地、先锋等小区，对小区道路两侧停放
的车辆进行连续盗砸，将车内物品洗劫一
空，短短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累计作案
113 起，造成车主损失达 15 万余元。至此，
鄱阳警方将这一伸向车内财物的黑手彻底
斩断。

（余守军 吕丽琳）

江西一高校后勤集团负责人受贿获刑11年

鄱阳警方捣毁一专业砸车盗窃团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