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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起虚假诉讼案当
事人受处罚

上月底，我市两家基层法院
相继披露了对两起性质恶劣的虚
假诉讼案的处罚结果，给少数企
图从中获得不法利益、挑战司法
权威者敲响了警钟。

第一起案件发生在象山县。
春节过后，象山县人民法院

受理了一起民间借贷案，原告何
某，被告朱某，还有一个第三人
葛某。庭审时法官发现，何某向
法庭提交的借据上的出借人、借
款利率、担保期限等内容为手
写，但借款人和担保人的签名、
捺印，以及借款金额、借款时间
疑似为彩色复印，这引起了法官
的警觉。反复追问之下，原告何
某被迫向法庭出具了借条、担保
书的原件。经过进一步调查确
认，何某向法庭提供的所谓借条
及担保书其实是彩色复印件，上
面记载的出借人、借款期限、借
款利率、保证期限等多处内容系
自行填写，并未经借款人、担保
人确认。

原来，何某与被告朱某之间
并不存在借贷关系，法律关系上
的出借人应为葛某。但据葛某后
来交代，其与朱某实际上也不存
在借贷关系，他是受他人委托代
为起诉，以此赚取相应报酬。

至此，法庭认定何某和葛某
的行为属“伪造重要证据进行虚
假诉讼”，根据有关法律的规
定，象山县人民法院于近日对两
人分别处以罚款2万元。

第二起案件发生在江北区。
3月28日，江北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张某诉李某民间借贷纠
纷案。开庭前，法庭根据有关规
定，要求双方当事人签署在庭审
时必须如实陈述保证书，否则将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案件审理
时，张某称李某向其借款 10 万

元但未按约还款，并向法庭提交
了银行转账凭证作为证据。但被
告李某辩称，所谓的借款事实并
不存在，自己确实曾向对方提供
过银行账号，也收过汇款，但在
收到张某的 10 万元汇款后，立
即根据对方的要求转给了案外
人。

双方对案情的基本事实说法
不一，其中必有一人在说谎。为
此，法官询问了双方款项交付的
详细过程，并依法从银行调取了
李某及案外人的账目流水。面对
法庭获得的相关材料，原告张某
不得不承认自己向法庭作了虚假
陈述，李某并非本案的实际借款
人。法庭认为，张某向法庭作虚
假陈述，扰乱了诉讼秩序，浪费
了司法资源，损害了司法权威，
为此，江北法院发出对张某罚款
1000 元的决定书，以处罚其不
诚信诉讼行为。

财产纠纷案屡现虚
假诉讼黑影

虚假诉讼是指民事诉讼的双
方当事人恶意串通，合谋编造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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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近
年来，各种虚假诉讼的情况时有
发生，且呈上升趋势，其中最常
见的是向法庭提交伪造的证据、
在案件审理时作虚假陈述。虚假
诉讼主要发生在民间借贷案、离
婚案等一方当事人为被告的财产
性纠纷中，另外，在以资不抵债
企业、自然人为被告的财产纠纷
案，分家析产、遗产继承、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出现的比例也
较大。

法院民事庭法官表示，很多
虚假诉讼案有一个突出特点，即
双方当事人相互配合，一起完成
虚假诉讼的过程，而这些共同作
案者之间往往关系特殊，因此行
为默契。

所谓关系特殊，主要是指虚
假诉讼案件当事人之间存在亲
属、朋友等关系，因为找亲戚或
朋友造假进行诉讼，成本较低、
操作方便、隐蔽性强，更易于得
逞。所谓当事人之间配合默契，
是指在虚假诉讼案件中，为避免
露出破绽，很多当事人不到庭参
加诉讼，而是委托诉讼代理人代
理所有诉讼事务，给法院查清案
件事实设置障碍，一些涉嫌虚假
诉讼的当事人即使参加诉讼，也
不会进行实质性的诉辩对抗，大
多是假戏真做。

法官分析称，双方当事人共
同参与的虚假诉讼，一定有着共
同的利益，如余姚曾发生过这样
一起典型的虚假诉讼案：当地法
院受理了以陈某为被告的追讨借
款诉讼案近 10 起，总标的额超
过 100万元。按照一般的处置方
法，一旦案件审结判决生效，陈
某的房屋会被依法拍卖，所得款
项将用于偿还债权人。为减少自
己的“损失”，陈某动了一个虚
假诉讼的歪脑筋。他找到与自己
关系密切的朋友高某，让高某将
他也告上法庭，以便从执行款中
分得一部分后再返还自己，同时
答应给高某一些好处。由于破绽
明显，法院发现了陈某、高某合
作伪造证据进行虚假诉讼的事
实，并对两人予以严厉处罚。

虚假诉讼为何难识别

虚假诉讼行为扰乱和破坏民
事诉讼秩序，损害司法权威，因
此，对这种不法行为必须予以严
惩，我国刑法甚至将其列为一个
罪名，对情节严重的虚假诉讼者
追究刑事责任。但不得不承认，
相比于实际发生的虚假诉讼，真
正被发现、认定，最后受到惩处
的只是极少数。为什么会出现这
样一种状况呢？民事庭的法官作
了详细的分析。

首先，在民事诉讼中，法律
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权利
自主处分的原则，即当事人提出

的主张、答辩、抗辩、放弃、承
认、变更、调解与和解等，均具
有自主性。而对当事人的自认行
为、自主处分行为，以及双方达
成的和解、调解协议，只要不违
反法律规定，法院均不应否定。
因此，即使法官有时感觉诉讼
当事人的言行不合常理，但由
于司法权在民事诉讼领域的被
动性特点，以及虚假诉讼双方
当事人的蓄意合谋，要在短时
间内查实虚假诉讼案的真相也
非常困难。也就是说，如果双
方当事人互相串通，虚构事实
与 证 据 ， 只 要 表 面 上 事 实 清
楚、证据充分，双方对事实和证
据都假装无异议，其虚假诉讼行
为就很容易得逞。

其次，根据现有法律，对于
诉讼活动的证据，只规定了形式
要件，而没有规定证据的本质属
性，因而为虚假诉讼者编造证
据提供了机会和可能。比如在
审理中，对一方提供的证据，
另一方如无异议，根据相关法
律规定，法庭就应予以认定，
很难对证据本质属性是否真实进
行核实。

第三，向法庭提供假证据、
在案件审理时作虚假陈述，是要
承担法律责任的，情节严重者，
甚至会被判刑。但由于虚假诉讼
被发现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相比
于可能获得的非法利益，有人会
在各种非法利益的诱惑下，铤而
走险。

有人将虚假诉讼原因归结为
参与者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不
强，对此，民事庭法官强调指
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因为从
已发现的虚假诉讼案可以看出，
敢于进行虚假诉讼者，大多是掌
握了一定法律知识和诉讼技能的
人，或者是这类人在幕后作指
使，“一个完全不懂法律知识和
诉讼技能的人，实际上并不具备
虚假诉讼的条件。”

防止虚假诉讼发生

诚实守信是社会所崇尚的基
本价值，在严肃的诉讼活动中，
当事人尤其应当遵守诚信原则。

如何防止虚假诉讼的发生以
维护司法尊严，对于法院和法官
来说都是一件必须认真应对的事
情。近年来，我市两级法院不断
总结经验，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有
益的探索。如一些基层法院在开
庭审理时，要求诉讼双方当事人
严格遵守法规，诚信诉讼、如实
陈述，并签署保证书，作出书面
承诺，一旦发现虚假陈述情况，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民事庭法官
表示，“法庭依据当事人的保证
承诺作出相应的处罚决定，完全
符合现代民事诉讼法的发展趋
势，也是维护司法尊严的必要手
段。”

此外，为了防止虚假诉讼，
法院鼓励诉讼双方当事人亲自参
与庭审，及时向法庭提供全面正
确的证据，这对于查明案件事
实、避免虚假诉讼的发生能起到
一定的防范作用。

虚假诉讼，
谁在挑战司法权威？

【案情】
王某今年 70 岁，自己感觉身体

健朗，2016 年开始到宁海一家电器
厂当门卫。去年 5月的一天早上，王
某在打扫卫生时突然发生晕厥，导致
头部着地，后经鉴定为颅脑损伤，共
花费医疗费用 2 万余元。王某出院
后，和家人多次与电器厂协商如何处
理医疗费等支出，但双方始终未达成
一致的解决方案。去年年底，王某将
电器厂告上当地法院，要求赔偿医疗
费、护理费、鉴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
5万余元。

此案审理时，王某表示，自己在
电器厂担任门卫工作一年多，没有休
息日，这种不合理的作休时间安排，
导致其长时间处于超负荷、高强度工
作状态，最终诱发晕厥并摔倒受伤。
因此，电器厂应承担相应责任，赔偿
自己的经济损失。

被告电器厂则表示，王某虽然住
在值班室，但实际作息时间与普通职
工一样，工作相对简单轻松。另外，
当天的监控视频显示，王某是在没有
任何外因干扰的情况下晕厥倒地的，
而根据医院病历记载，6 年前和 3 年
前，王某曾有过类似的晕厥和无征兆
摔倒情况，由此可见，其受伤是因其
自身年纪较大、患有疾病所导致，与
电器厂没有关系，出于人道主义，愿
支付5000元作为补偿。

宁海县人民法院经庭审后认为，
根据有关法律，70 岁的王某与电器
厂之间是雇佣关系而非劳动关系。经
调查确认，原被告双方对于王某身体

受损害的结果均无过错，但鉴于王某
是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受伤的，电器
厂作为收益人应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为此，法院判决电器厂应补偿王某诉
请的20%。判决后，被告电器厂以补
偿金额过高为由提起上诉，近日，市
中院经二审作出了维持原判的裁定。

【说法】
本案中的原被告之间是一种雇佣

关系，双方在责任适用问题上存在争
议。王某认为，本案应依照《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一条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
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
处理，电器厂应承担无过错责任。但
我国 《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五条规
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
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
应的责任”。相对于最高人民法院的
这个司法解释，《侵权责任法》属于新
颁布的法律且为高阶位法，根据新法
优于旧法，高阶位法优于低阶位法的
原则，法院认为该案适用《侵权责任
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本案中，王某认为其倒地受伤系
电器厂安排其长时间、超强度工作所
致，电器厂存在过错，但其提供的证
据，无法证明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因
果关系，依据不足，因此对该主张不
予支持。但现有证据也证明，王某受
伤非自身过错造成，因此，根据实际
情况，王某的损害应由双方分担。

（郑珊珊）

70岁门卫晕倒受伤，
特殊损失谁来承担？

象山的彭某今年 30 岁，是一个
摩托车发烧友。彭某原先在象山石浦
一 个 健 身 房 做 健 身 教 练 ， 去 年 10
月，单位派他到慈溪某健身会馆学习
新的健身课程。

一晃一个月过去，11月7日是彭
某结束学习回象山的日子，此时他突
然想起在健身会馆西北门口停了好几
天的一辆橘黄色本田 CBR600 摩托
车。这辆进口车价值不菲，难得一
见，作为一个摩托车发烧友，彭某非
常喜欢这辆车。

“这辆车放了很多天上面都积灰
了，既然车主不爱惜，那我干脆把车
子拉走算了。”彭某先为自己产生的
盗车念头找了这样一个荒唐的理由。
接着，他又想出了一个胆大包天的办
法：当天下午 1点左右，彭某通过手
机软件叫来一辆面包车，然后把这辆
摩托车运到了当地的一家修车行。他

谎称自己丢了摩托车钥匙，要求帮忙
开锁，但修车行老板表示自己无能力
提供换锁服务。

彭某通过手机软件又联系了一辆
货运车，出价 600元把这辆摩托车连
夜运到象山石浦的一家摩托车修理
店。他仍以丢了车钥匙为由，要求换
锁。

第二天晚上，还在得意中的彭某
被慈溪警方抓获。原来，彭某将车盗
走后不久，车主人就发现自己停在健
身会馆进门楼梯附近的这辆豪华摩托
车不见了，于是立即报警。根据相关
线索，警方立即锁定了彭某。据了
解，这辆车购于 2016 年底，被盗时
的鉴定价值约17万元。

近日，慈溪法院以彭某犯有盗窃
罪，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 3 年 8 个
月，并处罚金3万元。

（路余 兰箫）

垂涎高价进口摩托
竟找货运公司拉走

日前,宁波市人民检察院与宁波
市工商业联合会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
步完善协作保障和促进我市非公有制经
济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以完善双方
协作配合机制，强化检察机关在维护非
公企业合法权益中的法律监督地位，

为企业打造健康和谐的发展环境。
此外，市检察院还派出经验丰富

的检察官，为我市基层商会会长作专
题讲座，详细介绍检察机关为保障非
公经济发展所采取的措施、企业如何
预防犯罪等相关知识。 （蒋杰）

检察机关与工商联共促非公经济发展

诉讼是一项极
为严肃的活动，法
律的威严和刚性原
则在此时显现。但
在现实生活中，有
人为了一己私利，
在诉讼时不惜采用
各种不法手段，挑
战司法权威，其中
尤以在庭审时作虚
假陈述、向法庭提
交伪造的证据等最
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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