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满头白发的母亲大老远来看我

李某某 男，36岁
吸毒史一年
因贩卖毒品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

每次看到 70多岁的满头白发的母亲，到会见室来看
我，我就十分痛恨自己，在最好的年龄做了最不应该的事
情，到现在还没有娶妻生子，还要让老母亲挂心，心里就
十分难受。

尤其母亲跟我说“你要安心改造，早日出来，我现在
年纪大了，也不方便经常来看你”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
我这次再不回头，就来不及了。

感谢政府挽救了我 不至于让我继续深陷

胡某某 男，31岁
吸毒史两年
因贩卖毒品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一开始吸毒，是因为跟前妻离婚，心情不好，一时好
奇尝尝，没想到后面会演变成“贩卖毒品”……

说句实在话，我感谢政府、感谢党挽救了我，不至于
让我继续深陷。如今，我已经再婚，并有两个小孩，小儿
子才三岁，对家庭感到十分地愧疚，我这次一定要吸取教
训，在监狱里安心改造，以后出去，好好陪伴家人、陪伴孩
子成长。

再多的收入也不够填毒品这个无底洞

桂某某 男，30岁
吸毒史三年
因贩卖毒品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

我以前在量贩KTV做领班，月入一万多元，作为一
个在异乡打拼、学历也不是很高的外地人，赚取这样的一
份收入，我已经很知足了。

千不该万不该就是没有管牢自己，染上了毒品，一发
不可收拾，因为吸毒被拘留了四次，后面因为钱不够花，
又“以贩养吸”，把自己送进了监狱。以后出去了，一定要
管牢自己，远离毒品，用赚来的钱，赡养父母，娶妻生子。

■ 法治频道

陆某与甲公司合同纠纷案经法院调解双
方达成调解协议，并由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
甲公司未履行生效调解书确定的义务，经陆某
申请，法院立案执行，因未发现甲公司有可供
执行的财产，故裁定终结执行程序。强制执行
期间，甲公司五名股东形成决议，将注册资本
从 5000万元减少至 100万元。甲公司在某报
纸上刊登减资公告，但未向陆某发送关于减资
的书面通知书，也未以其他方式直接通知陆
某。现陆某起诉要求甲公司五名股东在减资
范围内就甲公司所欠债务及利息损失承担补
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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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吸毒到贩毒，入狱的他们幡然醒悟

远离毒品，才能拥有“健康无毒”的人生

案例一案例一

吸毒，吸掉的不仅是毒品，吸掉的更是自己的人

生。

6月 26日是国际禁毒日，余杭区检察院驻监检察官

对几名因吸毒到贩卖毒品的在押服刑人员，开展了一次

日常谈话。他们敞开心扉，诉说着毒品给他们带来的伤

痛和悔恨，一个个心灵的独白让我们对毒品的危害有了

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远离毒品，珍爱家庭。”衷心希望这些悔过的人幡然

醒悟之后，都拥有一个“健康无毒”的未来。现在让我们

来看看这些“毒贩”的独白。

■ 记者 李雪红 通讯员 余法

走进法庭

公司股东有权利也有义务

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未经法定程序，减资股东应在
减资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

法官析案

公司减资时应当采取及时有效的方式通知债权
人，该行为既是公司减资前对债权人应当履行的义
务，也是股东对公司减资部分免责的前提。本案中，
公司股东在作出减资决议时，陆某对甲公司的债务已
经法院确认且处于强制执行期间，但甲公司既未清偿
该债务，也未通过发送书面通知等形式直接通知陆
某，应认定其未依法就减资事宜向陆某履行告知义
务。甲公司未就减资事项依法履行告知义务损害债
权人陆某的利益，故股东应对公司的债务在各自减资
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七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

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

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
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
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十三条 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
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
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
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
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
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
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

案情回顾

王某与沈某、方某共同登记成立乙公司。
王某自认乙公司成立时公司章程落款处签名
系授权徐某代签。2010年3月18日，乙公司通
过股东会决议同意增资 200万元、接收丁某出
资200万元成为新股东。沈某、方某、丁某在股
东会决议落款处签名，同时沈某自认受徐某授
权在落款处代王某签名。后乙公司办理了相
应的变更登记。现王某以上述股东会决议中
其签名系伪造，请求判令该决议无效并撤销相
关工商变更登记。

案例二案例二
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不符合法定的形成程序要
求，应认定为不成立。

法官析案

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本案中，王某以其未被通
知参加该次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为
由主张协议无效，没有法律依据。故本案判决驳回王
某诉讼请求。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二十二条 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

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

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
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

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
第五条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

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
应当予以支持：

（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
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
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
上签名、盖章的除外；

（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
（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

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
（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

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
（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

案情回顾

张某与林某签订协议，约定由林某代持张
某在丙公司 13%的股份。丙公司工商登记信
息显示共有14名股东，2017年11月10日，丙公
司11名股东出具《股东同意书》，认可张某系丙
公司实际股东，同意丙公司将张某姓名及其股
份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关股权
变更登记手续。张某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其系
丙公司股东，享有林某代持的 13%股份，并要
求丙公司、林某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至张某名
下。

案例三
代持股权关系中实际出资人并不当然地具备股

东资格，其能否成为股东，关键在于能否取得半数以
上的其他股东同意。

法官析案

代持股权关系中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签订
协议，约定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如不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
情形，应认定该代持协议合法有效。但实际出资人并
不当然地具备股东身份，其能否成为经注册登记的公
司股东，关键在于能否取得公司半数以上的其他股东
同意。故本案判决支持张某的诉讼请求。以隐名方
式出资，将股权交他人代持，其出发点常常灰色，既不
利于公司内部治理，又影响公示信息的权威与市场交
易的安全，极易引发纠纷，投资者应谨慎选择。

法条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二十四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

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
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
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
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
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
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
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
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
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

记者 李雪红 通讯员 余法

案情回顾

微信“黑名单”
牵出连环骗局

涉案金额达400万元

交际广泛，为人“慷慨”，常在朋友圈晒现
金等“投资成果”……日前，武汉民警在侦办案
件时，通过嫌疑人微信“黑名单”深挖出 30多
起诈骗案，涉案金额达400万元。

4月14日，武汉市公安局汉阳区分局接到
刘女士报案，称被男友骗走 5万多现金和 2部
手机。其男友自称是“北京市公安局刑警”，常
给刘女士买小礼物并请她吃饭。随后，他让刘
女士转账5.3万元做投资，还将她的手机借走，
把她“拉黑”此后消失。

武汉警方展开调查，在北京警方协助下将
冒充刑警行骗的嫌疑人吴某抓获。民警发现，
吴某的朋友圈常被威武霸气的豪车、纸迷金醉
的酒吧、觥筹交错的饭局刷屏。他先后套用多
人身份混迹社会，其身份证、微信、支付宝、工
作、社交信息都是虚假的。在一份长达 80多
人的微信“黑名单”中，民警发现了猫腻，揭开
了吴某的“多面人生”。

经查，吴某，1993年生，他冒充老板、台球
选手、金融投资人，不惜花重金定制手工裁剪
的西装、租借豪华车打造成功形象，博取信任
后通过“AB仓对冲”进行投资诈骗，两年诈骗
30余人共计 400余万元，受害人遍布北京、上
海、天津、深圳、湖南、湖北等地。

民警提示，凡是涉及钱财的人际交往应谨
慎，不要被陌生人外表所迷惑；对于声称高回
报、稳赚不赔的项目也要加以防范。

（以上均据新华社）

诈骗团伙假借扶贫名义
设“解冻民族资产”骗局

涉案金额1亿元

近日，在公安部统一部署和四川省公安
厅、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联合组织指挥下，
四川省广元市公安局与广西、广东等地公安机
关联合行动，破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民族资
产解冻”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64名，收缴、
冻结涉案资金823万元。

2017年 12月，四川、新疆、浙江等地公安
机关陆续在工作中发现一个名为“民族资产扶
贫管理委员会”的非法组织，通过微信群发展
会员，以“解冻民族资产”为由，虚构扶贫、医
疗、救济等项目实施诈骗。公安部将此案列为
2018年1号挂牌督办案件，指定四川省公安厅
管辖，由广元市公安局昭化区分局负责案件侦
办工作。

侦查发现，2017年8月，以冯某、李某为首
的诈骗团伙打着“履行党和国家赋予的社会责
任，参加民族资产解冻用于精准扶贫项目实
施”的幌子，伪造国家部委公文，冒充国家工作
人员，对王某华进行“洗脑”，并成立“民族资产
扶贫管理委员会”。王某华任会长，下设分会、
人事部、宣传部、督察部等，还建立了 30个省
级分会、293个市州级办事处和2286个县区级
工作组。

犯罪嫌疑人以“民族资产解冻”后的“巨额
收入”利诱受害人入会，会员通过微信红包等
方式缴纳入会费、办证费等。资金由组长、处
长、分会长逐级上交汇总，最终由王某华向诈
骗团伙转账。仅 2017年 9月至 11月，王某华
就转出784万元。

经过2个月的分析研判和缜密侦查，专案
组锁定了两个洗钱套现团伙，确定该案是涉借
助互联网运作，集返利、传销、诈骗为一体的新
型、混合型犯罪。

今年2月和4月，警方先后两次在广西、广
东、河南、北京等地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实现了
对幕后策划、发展会员、取款套现、伪造文件等
环节的全链条打击。

目前，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已全部到案，
初步估算涉案金额达1亿元。

警方表示，“民族资产解冻”是一个老套的
诈骗手法，但仍有一些防范意识较差的群众上
当受骗，其中不乏大学教授等有较高文化程度
的人。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群众，不要相信所谓

“寻宝解冻”，对承诺巨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项目
保持高度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