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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问答
Fa Lü Wen Da

因担保涉债务纠纷，
提前布局“应对”

事情要从 2010 年 4 月说起。
林某有一个朋友吴某，因生意

需要向王先生借款 25 万元，王先
生答应出借，但提出必须提供担
保。于是，吴某找朋友林某帮忙。
看在朋友面上，林某答应了对方，
做了这笔借款的担保人。但直到两
年多后，吴某都未能归还这笔借
款。之后，债权人向吴某和担保人
林某追讨。由于债务人吴某一直未
履行还款义务，“法律意识”超强
的林某知道，对方接下去很可能会
到法院起诉，而一旦起诉，他名下
的房产可能会被法院查封拍卖用于
抵债。

林某想到这里，觉得自己应该
马上采取行动以避免出现这种糟糕
的情况。经过一番思考，他想到了
一个办法：赶在对方起诉前，林某
与妻子、妹妹和小姨子 3 人合议，
在没有实际借款事实的情况下，提
前伪造了包括借条、银行流水、房
屋抵押登记证明等一系列证据材

料，目的是通过诉讼执行程序，逃
避这笔 25 万元的担保责任，并从
房屋拍卖款分配中获取非法利益。

果然，到了 2013 年 5 月，债务
人吴某和担保人林某被对方起诉至
宁海法院，在诉讼过程中，真的出
现了林某当初担心的情况：他名下
的房产被法院查封。

一年后，该案进入执行程序。
被执行人林某名下的房产也按规定
进入了评估拍卖程序。

一家四人联手，获取
非法利益50余万元

2014 年 9 月至 10 月，在短短
一个月时间内，林某指使小姨子陈
小某，以伪造的证据材料起诉自
己；之后又如法炮制，指使自己的
妹妹林小某起诉他和妻子陈某。由
于林某提前做了准备，提交的相关

材料符合法律规范，法院无法从材
料本身看出其非法，因此，四人的
计谋获得成功。在法院主持下，这
两起案件以调解结案。

不久，法院开始处置林某被查
封的房产，而林小某、陈小某以

“债权人”身份，“合法”地与王先
生一起参与了对这套房屋拍卖款的
分配。其中林小某以二次抵押权人
的 身 份 ， 优 先 受 偿 了 50 余 万 元

（本金+利息） 拍卖款，真正的债
权人王先生在本次拍卖款的分配中
反而分文未得。

事情到这里，林某不禁为自己
的精准预测、提前布局并获得如愿
结果而感到分外得意。

欺骗行为暴露，一家
四人被重罚

再说债权人王先生，虽然赢得
官司，但未能讨回借出去的钱，内
心感到特别憋屈。与此同时，他对
林某妹妹和林某小姨子的起诉心存
疑虑，因此，在官司打完后，他仍
然处处留意寻找对方合谋虚假诉讼
获得非法利益的证据。功夫不负有
心人，去年 9 月，王先生终于有了
重大发现，为此，他走进宁海法
院，向办案法官反映林某和其家人
涉虚假诉讼的重大嫌疑，并提出了
几条自己掌握的有关信息，其中的
两个细节尤其引起法官的关注：

一、林小某“借款”给林某夫
妇的前几天，他曾上门向林某催讨
借款，对此，林小某完全知情，也
就是说，林小某明知林某没有任何
能力还款，仍然借款几十万元给对
方。双方虽然是兄妹关系，但不符
合常理；

二、根据他的调查，以陈小某
当初的实际经济能力，她不可能拿
出 18 万元借给姐夫林某。

宁海法院的法官立即调阅了当
年林小某、陈小某起诉林某夫妻的
两起案件的原始案卷，对林某等四

人是否涉嫌虚假诉讼展开调查。之
后，法院依法传唤了四个当事人，
但他们一口否认存在虚假诉讼行
为。

但办案法官在询问过程中发
现，四人对于借款用途的陈述自相
矛盾，而对于借款时间、涉案金
额、付息情况等关键信息均以时间
久远、记忆模糊等理由搪塞。随着
疑点不断增加，法官向两家银行调
取了当事人之间当年的银行流水，
最终在陈某与林小某两人之间有了
重大发现。

银行流水显示，2013 年 5 月 14
日，林小某将 33 万元打给了其嫂
子陈某。当天，陈某将 25 万余元
的款项打给了第三人，中午时又取
现 7.5 万元。短短 20 分钟后，林小
某又存现 7.5 万元，之后林小某再
次给陈某打款 5 万元。

经过分析，法官认为这几笔款
项的进出存在明显走账、故意制造
银行流水的可能，结合王先生的举
报和案子的实际情况，林某与家人
串通进行虚假诉讼的嫌疑非常大。

为此，去年 10 月 30 日，法院
再次传唤林小某等人。值得一提的
是，就在此前不久，为打击日益严
重的虚拟诉讼行为，宁海法院联合
当地公安机关等单位，刚刚发布了

《关于依法打击和制裁虚假诉讼的
联合通告》。因此，林小某刚到法
院，法官首先向其宣读了这份联合
通告，直接告知其不要心存侥幸，
如 在 11 月 30 日 前 主 动 向 法 院 坦
白，可从轻或减轻处罚。

林小某一听脸色煞白，要求过
几天作出答复。一个星期后，陈某
与林小某到法院承认自己参与虚假
诉讼的事实，并表示愿意返还分配
款 50 余万元。几天后，林某、陈
小某也先后来到法院，坦白了四人
串通虚假诉讼的事实，此外，四人
都向法院提交了悔过书并返还了全
部分配款。

近日，宁海法院对这两起虚假
诉讼案的当事人作出最终的处罚决
定，其中，对林某、陈某、林小某
一案的虚假诉讼行为，作出每人拘
留 15 日、罚款 10 万元的处罚；对
林某、陈小某一案的虚假诉讼行
为，作出每人拘留 8 日、罚款 6 万
元的处罚。其中主要当事人林某因
涉两起案件，合计拘留 23 日、罚
款 16 万元。四人合计被罚款 42 万
元。

欺骗法庭欺骗法庭，，
一家四口被罚款一家四口被罚款4242万元万元

小禹今年 27 岁，与家人一起
在慈溪生活了近 10 年。4 年前，小
禹在玩网络游戏时偶然认识了女子
秋秋。两人互加了微信和 QQ 好
友，经过一段时间的线上热聊，彼
此感觉良好，确定了恋爱关系。

在此期间，秋秋以需还信用卡
欠款、买新手机等为由，多次向小
禹要钱。开始时小禹总是想办法解
囊相助，但每次秋秋总无法兑现还
钱的承诺，这让小禹心生不快。

秋秋是贵州人，虽然其多次表
示会尽快安排到浙江找工作，但最
终都没有成行。相反，其每次主动
找小禹，总会开口要钱。而当小禹催
秋秋还钱时，她却总找各种理由推
托，这使小禹越来越感觉到自己被对
方当成了“提款机”，再后来，他自
己被秋秋拉黑了。

无奈之下，小禹于今年 7 月向
慈溪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秋秋归还
借款 5.9 万余元。法院立案后，想
了各种办法才最终联系上被告秋
秋，并依法向其送达了相关法律文

书。
庭审时，被告并没有出席。法

庭根据小禹所提供的 QQ 和微信聊
天记录截图、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
等证据，最终认定小禹共出借给秋
秋人民币 48280 元。由于秋秋未出
庭、未作答辩、未提供反驳证据，
法院依法支持了小禹的诉请。

【说法】
现实生活中，希望借助网络拓

宽交友圈子、寻找真爱的男女并不
少见。但网恋需谨慎，特别是异地
交往，即使正处甜蜜的恋爱期同样
需要保持头脑清醒。由于双方不了
解彼此的家庭背景以及人品性格，
在交往过程中涉及财产、物品的赠
送应该小心谨慎，量力而行。在出
借款项时，要尽量留下相关凭证，
避免产生不必要纠纷。此外，异地
追讨欠款，难度增加，以此案为
例，虽然小禹打赢了官司，但最后
能否追回借款并无十分把握。

（章晓波 胡慧）

网恋女友借钱不还
男子无奈起诉追讨

■法眼观潮 杨维立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
坠物案件的意见》，为有效预防
和依法惩治高空抛物、坠物行
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头顶上
的安全”，提出16条具体措施。

高空抛物、坠物被称为“悬
在城市上空的痛”，成为困扰城
市生活的一大顽疾。不用重典，
无以治乱象，法治的威严也无从
体现。最高法出台的这个 《意
见》中的一些规定非常具有针对
性。如对于故意高空抛物，将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
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论处。针对
侵害人难确定的老问题，则强调
要明确区分高空抛物和高空坠
物，对于高空坠物构成犯罪的，
也要依法定罪处罚。这对于司法
机关办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有
着直接指导意义，

针 对 高 空 抛 物 行 为 ，《意
见》还列举了应当从重处罚，一
般不得适用缓刑的几种情形：多
次实施的；经劝阻仍继续实施
的；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
后又实施的；在人员密集场所实
施的，增强了刑法打击的精准
性，提高了震慑性。针对一些人
对于高空坠物行为是否追究刑责
的困惑，《意见》 强调，过失导
致物品从高空坠落，致人死亡、
重伤，依照刑法规定定罪处罚。
违规生产、作业，从高空坠落物
品，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
其他严重后果的，以重大责任事

故罪定罪处罚。
《意见》 不但勾勒出一条清

晰可辨的严惩路径，也释放出将
预防和惩治相结合，加强源头治
理的强烈信号。《意见》 强调了
物业公司有责任向法院提供证
据，而且明确物业公司“不履行
或者不完全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约
定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相关行业
规范确定的维修、养护、管理和
维护义务，造成建筑物及其搁置
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致使
他人损害的，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其承担侵权责任”。这样的硬规
定，必将促使物业公司千方百计
采取积极措施，以预防高空抛物
坠落事故的发生。此外，物业公
司还有责任通过多种方式，宣传
高空抛坠物安全防范法律规定，
增强业主的自我保护意识。

同时，《意见》 还对相关职
能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必
须加强与业主委员会的配合，通
过听取业主的意见建议、“点对
点”的检查，面对面的考评、评
级等方式，督促物业公司填补管
理漏洞，倒逼其尽心尽责，恪尽
职守，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和能
力，完善服务制度，呵护业主安
全。

期冀借助这次最高法出台
《意见》，潜在不法分子能感受到
更大震慑，知敬畏、知收敛，守
住法律底线。同时，也希望各地
物业公司补齐管理、制度上的短
板，切实担负起应尽的责任,和
广大业主一起，共同编织起防范
高空抛坠物“安全网”。

加大惩防犯罪力度
维护公众“头顶上的安全”

【问题】
慈溪的方老太有一套价值 120

万元房屋，并领取了产权证书。一
年多前，方老太的儿子因经营之
需，向李某借款 80 万元，并约定
以其母亲的房屋作为抵押。但方某
对此一无所知，且也未与李某签订
过担保合同，更没有到房地产管理
部门办理抵押登记。今年因方老太
的儿子无力归还欠款，李某以方老
太儿子同意以房屋抵押的字据为
凭，要求方老太搬离，以便其变卖
受偿。方老太问，李某的要求是否
合法？

【说法】
《担保法》 第三十八条规定：

“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当以书面形
式订立抵押合同。”《物权法》 第
一百八十五条也指出：“设立抵押
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
立抵押合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
司法解释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
人向债权人提供抵押物时，应当
订立书面合同或者在原债权文书
中写明。”“以自己不享有所有权
或者经营管理权的财产作抵押物
的，应当认定抵押无效。”可以看
出 ， 抵 押 必 须 同 时 符 合 两 个 要
件：一是用于抵押的财产，应当属

于债务人所有；或者虽然不属于债
务人所有，但取得了具有所有权的
第三人同意；债务人对自己无所
有权或者未经第三人同意的财产
不得设定抵押权。二是债务人或
者第三人必须就抵押事项订立书
面合同，至少必须在债务人出具
给债权人的债权文书中有着明确
的抵押意见，否则便属无效，债
权人无权据此以抵押物折价或者
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
受偿。

方老太所涉案显然不具备上述

要件，李某获得的抵押从一开始就
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方面，该房
屋的所有权人为方老太，她从没有
同意过将房屋交由儿子抵押，甚至
对儿子与李某之间的借贷、抵押行
为一无所知。另一方面，方老太本
人也没有与李某签订过抵押合同，
也没有在其儿子与李某的借款合同
中表明愿意以自己的房屋作为抵
押，事后亦没有追认。 （方园）

（编者注：以上说法为作者个
人观点，非司法结论，仅供参考）

擅用老母房屋抵押借款
债权人可否要求变卖受偿

宁海一男子为躲避25万元的担保责任，伙同

妻子、妹妹和小姨子，炮制了两起虚假诉讼，虚

构借款共计56万元，并在执行分配中获取不当利

益50余万元。但聪明反被聪明误，本想以此获得

一些非法利益，结果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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