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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执行刚柔并济
严格执法彰显法律尊严 温情执法维护家庭和谐

法院执行，是法律赋予的一种特殊的强制措施。
随着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日渐贯穿于法院日常案件执行中。
记者整理了近期余杭区人民法院审理的4起涉及财产的案件，从执行过程来看，既有维护法律尊

严、崇尚法律权威的“刚性”，亦有保护家庭和谐、鼓励面对人生的“柔性”。

记者 童江平 通讯员 余法

对于逃避执行的行为 法官严正说“不”

诸多借口逃避债务 铁证在手强制冻结

在一起执行案件中，被执
行人多次以疫情期间收入减
少为由，对已经判决的法律文
书不积极履行义务。

去年，我区某公司与房某
签订买卖合同，之后的数月，
房某未按照合同要求支付货
款，最终被该公司告上法庭。
法庭上，法官对双方进行调
解，房某承诺在限定时间内清
付所欠货款11万元，如逾期未
履行需另付违约金3万元。

限定时间已到，房某最终

只支付了5万元货款。承办法
官通过网络协查系统查询了
房某名下的银行存款、车辆、
不动产等财产。承办法官发
现，房某名下账户有进账记
录，遂冻结了他的银行账户。

发现账户被冻结后，房某
主动打电话给承办法官请求
解冻。承办法官明确告知他，
只要及时清偿债务、违约金，
自然会依法解冻其账户。房
某便以受疫情影响收入减少
为由，请求法官网开一面。

在与房某通电话的过程
中，承办法官通过网络协查系
统查看房某名下的银行卡，居
然发现近期有 5万元进账，但
房某坚称这笔钱不属于他，是
别人打到他名下帮忙周转
的。承办法官耐心地将失信
执行人将受到诸如限制坐飞
机、高铁等措施列举给房某
听，并告知他恶意拖欠将面临
的法律后果。

三天后，房某如约履行了
清偿义务。

执行法官日前带着公证
人员、社区工作人员来到临平
街道朝阳西路某小区一单元
楼下，准备对戴某名下的房屋
进行强制腾退。

戴某因金融借款、民间借
贷等纠纷欠款 210万元，一直
未偿还。案件执行立案后，执
行法官多次与其沟通，戴某表
示愿意配合法院执行工作，但
名下房屋被父亲出租了。执

行法官要求戴某与租客共同
来法院说明情况，戴某却一直
未出现。

去年年末，区法院在戴某
名下的房屋门上张贴了传票
和腾房公告，想联系戴某时，
发现他电话不接，人也不见
了。执行法官立即前去查看
戴某名下房屋情况，发现门上
张贴的传票、腾房公告已被撕
掉。执行法官到社区了解情

况后发现，这间房屋并没有登
记过租客信息，这意味着这间
房屋很可能没有出租过。

近日，执行法官来到戴某
名下房产处实施强制腾退。
进屋之后发现，屋内只有一些
简单的家具，全都积满了灰
尘，根本没有人居住的迹象。

执行人员清点屋内物品，
在公证人员公证之后，贴上封
条，准备对该房屋进行拍卖。

根据浙高法【2018】192 号印
发《关于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
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
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的通知，职
业放贷人的认定一般应当符合以
下条件：

1.以连续三年收结案数为标
准，同一或关联原告在同一基层
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 20 件以上
民间借贷案件（含诉前调解），或
者在同一中级法院及辖区各基层
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 30 件以上
民间借贷案件的；

2. 在同一年度内，同一或关
联原告在同一基层法院民事诉讼
中涉及10件以上民间借贷案件，

或者在同一中级法院及辖区各基
层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 15 件以
上民间借贷案件的；

3. 在同一年度内，同一或关
联原告在同一中级法院及辖区各
基层法院涉及民间借贷案件5件
以上且累计金额达 100 万元以
上，或者涉及民间借贷案件 3 件
以上且累计金额达 1000 万元以
上的；

4. 符合下列条件两项以上，
案件数达到第1、2项规定一半以
上的，也可认定为职业放贷人：

（1）借条为统一格式的；
（2）被告抗辩原告并非实际

出借人或者原告要求将本金、利

息支付给第三人的；
（3）借款本金诉称以现金方

式交付又无其他证据佐证的；
（4）交付本金时预扣借款利

息或者被告实际支付的利息明显
高于约定的利息的；

（5）原告本人无正当理由拒
不到庭应诉或到庭应诉时对案件
事实进行虚假陈述的。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
会议纪要》规定，未依法取得放贷
资格却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
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
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
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

同样内容的欠条出现在两个案件中
职业放贷人的借条不受法律保护

此前，张某持填写式欠条、收据各一份前往法院起诉，要求王某还款。余杭法院在审理这起案件时

发现，张某提供的欠条、收据与另一起案件中的相关证据一模一样。更奇怪的是，张某与另一起案件的

当事人徐某、被告王某并不熟悉，但三人之间却又有着数额较大的经济往来。

当法官要求张某、徐某提供资金往来的证据时，二人均无法提供。这样两宗案件，法官会怎样审理

呢？ 记者 童江平 通讯员 余法

相同的欠条背后果然另有隐情

张某提供的欠条内容如下：兹
有本人王某向张某借人民币肆万
伍仟元整（小写￥45000元整），利
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 4倍计
算，归还日期为 2018年 5月 21日。
逾期未能归还的，由借款人承担借
款本金 20%的违约金，并承担由此
产生的诉讼费、律师代理费。

收条内容如下：确认收到上述
借条借款 45000 元整，注明打卡
30000元、现金15000元。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主审法官
在查看证据时发现，张某提供的欠
条、收据与法院另一案件当事人徐

某提供的欠条和收据一模一样。
在法官的询问下，张某承认自

己没给王某打过款，30000元是他朋
友徐某代付的，自己已经将45000元
还给徐某。然而，在法官的追问下，
张某又说他跟徐某不熟，欠条和收
据是自己打印的，“20%违约金”这条
是起诉时自己填上去的。张某自相
矛盾的说法引起了法官的怀疑。

当法官询问徐某相关问题时，
徐某竟也声称自己与王某不熟，但
确实帮张某给别人打过十几万元
的款项，其中就包含本案中涉及到
的30000元。徐某所说的这些经济

往来没有凭证，也从未给过张某欠
条和收据模板。

两个互称不熟的人，多次发生
数额较大的经济往来，还没有凭
据，这有点反常。在法官的反复追
问下，张某终于承认，欠条和收条
是徐某提供的，他自己只是复印使
用。

法官要求张某提供徐某向王
某转款、他向徐某还款以及 15000
元现金的交付证据，张某均未能提
供。张某和徐某在许多问题上讳
莫如深，当法官询问二人是否为职
业放贷人时，二人均未承认。

原告缺乏足够证据证明 法院不予支持

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时，
会对借款是否实际交付、双方是否
形成民间借贷关系进行审查。

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民
间借贷关系证据不充分：首先，张某
对借条、收条模板来源陈述不诚信；
其次，张某虽持有欠条、收条，但借

款人姓名等内容都是填充式的；第
三，张某自述与王某不熟，系经人介
绍相识，如此大额的借款与常理不
符合；第四，徐某与张某自称不熟，
但徐某为张某的多个借款行为提供
资金，助其借钱给他人，也与常理不
符。

在法庭指定期限内，张某也未
能提交其向徐某还款、徐某向王某
打款和15000元现金交付的证据。

综上所述，法官认为，原告张某
的诉讼请求因所依据的事实缺乏足
够的证据证明，故不予支持。

该判决宣判后，原告未上诉。

职业放贷人认定条件阅读延伸

说
案

拒绝执行玩“躲猫猫”强制腾房准备拍卖说
案

法院执行是履责 促进和谐才是目的

2011年，乔司街道唐大哥
家拆迁，拆迁款到账后没多
久，他发现自己和父亲竟成了
被告。把他们告上法庭的，是
他的亲妹妹和母亲。

妹妹认为，拆迁款有 110
多万元，唐大哥只分给自己和
母亲两人24万元是不够的，要
求再给20万元。

2014年，法院对这笔拆迁
安置补偿款予以处理，判决唐
大哥支付妹妹 4万余元，但他
一直没有履行。

去年年末，唐大哥的妹妹
再次起诉唐大哥，要求分割前
案判决未处理的拆迁款项。

其实，在刚获知拆迁消息
时，唐大哥家已经矛盾不断。
妹妹多次向母亲表达不满，要
求母亲站在自己这一边，唐大
哥则屡次要求父亲表态。最
终，父母不堪其扰，只能离
婚。更不幸的是，此后几年
间，唐大哥的母亲因病去世，
父亲工作时意外身亡。

不久前，法官开庭受理此
案，承办法官多次向当事人了
解情况。其实，此案案情并不
复杂，但强硬的判决只会让兄
妹成为路人。他们的父母皆已
去世，应引导二人早日和解，不
要引起更多的家庭矛盾。

于是，承办法官与唐家兄
妹多次洽谈，以情诉理、以情
析法。承办法官从村委会了
解到，兄妹俩还有一个舅舅，
决定以此为突破口，通过舅舅
做兄妹俩的工作，促成和解。

在法官的不懈努力及两
人舅舅的配合下，一度争得面
红耳赤的兄妹二人态度缓和
下来。在庭上，唐大哥主动表
示，愿意多分 15万元给妹妹，
并希望两人能一起拜祭父母，
了结他们的心愿。此时，妹妹
也是热泪盈眶，连连点头称
是，并向哥哥道歉。两兄妹当
即签下调解笔录，重归于好。

亲兄妹为拆迁款反目成仇 法官从中斡旋促和解说
案

近期，区法院执行人员处
理了一起金融借款纠纷案。
被执行人唐某表示愿意清偿
债务，却一直以正在凑钱为由
拖延时间。于是，法院对唐某
名下位于滨江区的房产进行
查封。

不久后，执行法官接到一
个电话，对方是被查封房产的
租客，他向执行法官透露，其
租住的房产早已被唐某卖给
别人。执行法官及时核实信

息，发现在其他法院确有一起
相同房产的纠纷案件，也就是
说，该房产属于争议财产。进
一步调查后，确认唐某无其他
财产可供执行。

执行法官到唐某所在公
司了解情况，人事处经理告诉
法官，唐某正在休假，因其在
外欠债较多，情绪低落且不稳
定，甚至可能有抑郁倾向。执
行法官认为，案件执行固然重
要，但如果执行后使得唐某做

出不可逆转的事情，并不是大
家希望看到的。

之后，执行法官多次前往
唐某家中走访，与唐某拉家
常。唐某也在谈话中坦言自
己因欠债而抑郁，甚至想过结
束自己的生命。在法官多次
心理疏导和劝慰下，唐某重拾
生活的信心，主动到法院缴纳
了欠款。看到唐某能积极面
对人生，执行法官内心也非常
欣慰。

欠债较多要轻生 法官疏导重建信心说
案

因为“东家”少给了 200 元奖
金，男子愤而辞职，后来越想越气，
竟在一个月内三次溜进“东家”的快
餐店后院，上演现实版偷菜。作案
时，男子还对现场动了手脚，企图不
留痕迹，但最终被民警识破，难逃法
律制裁。

日前，王女士专程来到崇贤派
出所送上锦旗，感谢民警破案为其
挽回了损失。

原来，4月29日，王女士来崇贤
派出所报案，称自3月起，其经营的
快餐店多次发生盗窃，累计被盗 2
箱鸡腿、1袋南瓜、5斤莴苣、10斤春
笋、5斤四季豆、8斤茄子，损失 600
余元。

接到报案后，民警立即调看视
频，发现4月17日凌晨1时56分，一
名男子大摇大摆进入王女士快餐店

的后院。大约一小时后，男子又大
摇大摆地离开院子。

在查看视频过程中，王女士一
眼就认出了这名男子。王女士告诉
民警，该男子姓苟，老家在湖州德
清，之前在其饭店帮忙，干了四五
年，挺勤快的一个小伙子。年初由
于生意不好，苟某也经常不在店里
干活，就少发了200元奖金，当时跟
他讲明了这个情况，苟某并没说什
么，后来听说他有些不愉快，不久就
辞职不干了，与人合伙去嘉兴做水
果生意。

民警发现，苟某有重大作案嫌
疑。5月8日，民警前往嘉兴将苟某
抓获。

经查，苟某，30岁，被抓时已经
在嘉兴做起水果生意。面对民警的
询问，苟某后悔不已，表示愿意赔偿

王女士的损失。据苟某交代，因为
老板娘少发了 200元奖金，他一直
耿耿于怀。

第一次偷是在 3月底，苟某从
嘉兴回湖州老家，经过崇贤时，想起
这件事心里就不舒服，于是他下了
高速想去老板娘店里搞些破坏。去
了以后担心被发现，苟某没有打砸，
而是想着偷点菜回去，还能省下一
些老婆给的买菜钱当零花钱。于
是，他用扫把将监控调转方向后实
施盗窃，自认为人不知鬼不觉。

苟某告诉民警，由于第一次盗
窃没有被发现，胆子越来越大，每次
从嘉兴回湖州都会特意下高速来偷
些菜回去，总共偷了3次。

目前，苟某因涉嫌盗窃罪被依
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 （来源：余杭公安）

放在后院的鸡腿、南瓜、莴苣、春笋总是不见

快餐店上演现实版偷菜

本报讯 （记者 童江平 通讯
员 余法）“喂，您好，请问是×××
吗？这里是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
院 ，您 之 前 投 资 的 博 银 财 富
P2P……”没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书记员何涛把话说完，对方就挂断
了电话。敢情，这是把他当成骗子
了。

2017年 6月，“博银财富”P2P
平台在未取得金融许可证的情况下

开展金融活动，抛出高年化收益率
产品，吸引 600余名用户注册并投
资。最初，投资者还尝到了一点甜
头，获得了一些回报。可好景不长，
4个月后，“博银财富”P2P平台的资
金链断裂。该案件随后被移送至余
杭法院。“博银财富”P2P公司负责
人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被追缴回的 160万余元
依法需退还给相关投资人。

何涛立刻着手联系数百名受害
者，通过电话、微信、邮件等方式核
对投资人的身份信息。在此过程
中，何涛常遇到把他当成骗子挂电
话的受害者，他就反复打，耐心地向
对方解释。渐渐地，何涛取得了受
害者的信任，开始收到相关材料。
何涛说：“这些投资人也是受害者，
有担心有疑虑很正常，这也说明我
们的防骗宣传做得到位。”

法院书记员联系发放执行款
却被受害人当成骗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