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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峡县人民检察院 陈雄

以案说法

伪造房权证抵押贷款

□本报记者焦莫寒通讯员王宏

法 院法 院 天 平天 平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办

为了庄重的承诺

近日，凌晨四时半，所有人都在睡梦中。

此时林州市法院内的广场上聚集着13

辆警车，警灯闪烁，来自本院的80余名执行

干警精神抖擞，枕戈以待。近日，一场声势

浩大的集中执行在林州市法院拉开了序

幕。随着该院领导一声命令：“为了庄重的

承诺，不辱使命，出发！”片刻间，警车载着全

院执行干警驶出大门，消失在夜色中。

五时整，记者跟随金融执行庭的干警踏

上了河顺镇执行组的队伍。

6点05分，天微亮，执行组的干警来到

河顺镇西曲阳村被执行人李俊堂家，敲开李

家门时，还在睡梦中的李俊堂被当场控制。

6点30分，河顺镇西庄村被执行人王

忠成被控制。

6点55分到达河顺镇官庄村时，进入

被执行人牛先军家开的超市，但牛不在家，

执行人员向其妻做思想工作，并敦促当事

人尽快履行义务。

7点10分，执行人员到达河顺镇石口

村被执行人杨有付经营的猪场，当距离其

猪场100米时，正好看到当事人在猪场屋顶

干农活，执行人员火速前往，在敲不开门时，

强行撬开大门，但当事人已翻墙逃离。

7点30分到达河顺镇东山底村被执行

人高天仓家，说明来意后，高某说明家有残

疾人，生活条件不好。经当场与申请执行人

协商，达成和解：当天筹集7000元送交法

院，法院不再采取强制措施。

8点05分，到达河顺镇河顺村被执行人

魏广生家，得知其外出未回。执行人员立即

兵分两路，一路留下守候；另一路沿路去寻

找当事人。8点16分 ，执行人员在半路将

其控制。

返回途中，车内负责本次执行点的组长

金融执行庭庭长高志红告诉记者，像今天这

样的集中执行，林州法院已进行了五次，为

确保执行顺利进行，从院、执行局领导到各

业务庭负责人连续几天加班到深夜，付出了

艰苦的努力。当问到执行难吗？高志红说，

“上次集中执行去了四家都无功而返，这样

的事多了，但我们问心无愧！”汽车在颠簸中

前行，说着说着高庭长已经进入梦乡……

10点其他执行组陆续载誉而归。记者

看到集中到姚村法庭的审判大厅，坐满了被

执行的当事人，审判人员在耐心地做当事人

的思想工作。执行工作在有序、紧张地进行

中……

事后，林州法院院长王健介绍说：“此次

行动共出动警车13辆，警力80人，13个执

行小组分头行动，入户130余家。迫于当前

执行的高压态势，5名被执行人主动来到法

庭履行义务23.55万元。全天控制被执行

人48人，拘留18人，实结15案，部分履行

10案，和解3案，执行标的247.8万元，到位

金额82.83万元，战果还在扩大中。”

——林州市法院“百日执行风暴”见闻

正人先正己 监督有底气
遂平县检察院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

今年以来，遂平县检察院紧紧围绕上级

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部署，结合“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从四个方面全面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取得实实在在的成

效。“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作为确保国

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执行者、监督者，检

察干警应该正人先正己，敢于用比监督别人

更高更严的要求监督自己，才能有底气、有

资格监督别人。”该院检察长如是说。

把好思想关，筑牢干警的拒腐防线。以

抓正面教育、抓正面典型、抓正面引导为主，

充分发挥纪检监察职能，引导检察干警解决

好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问题，努力从思想

道德上构筑起有效预防腐败的第一道防

线。充分利用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

等廉政教育平台，有针对性地开展警示教

育，增强廉洁从检自觉性。继续抓好节假日

等重要节点的纪律作风教育。深入开展廉

政文化建设，组织检察人员开展廉政作品创

作，同时利用检察微信公众号推进检察文化

活动，营造公正执法、廉洁从检的工作氛围。

把好履职关，抓好“两个责任”落实。及

时制定2016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要点，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明确

党组书记为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的

政治责任，班子其他成员积极履行职责范围

内党风廉政建设主要责任，当好廉洁从检表

率，不仅管好自己，还要管好队伍。纪检监

察部门认真履行监督责任，进一步加强正风

肃纪，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巩固深

化作风建设，紧盯“四风”新形式、新动向，重

点整治公车私用、违规公款吃喝和发放津补

贴等，严肃整治各种“隐形变异”问题。

把好纪律关，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确立正人必先正己，从严治检必须从纪律抓

起的理念。牢记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严明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

况的监督检查，引导检察干警增强政治警觉

性和政治鉴别力，站稳政治立场，把牢政治

方向，保持对党忠诚。按规定对检察人员违

纪举报线索进行研判备案，严格执行书面说

明、诫勉谈话、违纪审查通报、一案双查制

度。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断增

强党章党规党纪意识，树立清风正气，做合

格的共产党员。

把好监督关，规范司法办案行为。加大

对遵守政治纪律和检纪检规情况的检查监

督。加强对干警“八小时”以外活动的监督，

强化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社交圈、生活圈的监

督。推进落实司法责任制，优化司法权力运

行机制，建立和完善检察官办案监督制约机

制。严格执行检察机关办案部门和办案人

员违法行使职权行为纠正、记录、通报及责

任追究制度。深化检务督察工作。制定全

年检务督察工作计划，同时对自侦办案安

全、公车警车管理、检风检纪、禁令执行等进

行经常性检查和专项督察。认真查处对干

警的举报和投诉，提高办理时效，坚持无禁

区无特区、全覆盖、零容忍，做到有案必查、

违纪必究，决不姑息迁就。（李新洲李俊峰）

【基本案情】

2008 年 11 月至 2009 年 9 月

间，王某伪造西峡县“XX公寓”一房

权证和西峡县XX局家属院一房权

证，并用伪造的房权证作为抵押，以

经商需要流动资金为由分四次从该

县某银行贷款共计120万元，其中

部分款项用于经商，剩余款项作为

自己日常生活消费支出。后因经商

亏损，无法及时还贷，给银行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70万元。

【分歧意见】

在刑事诉讼中，对王某的行为

如何定性，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王某的行为构成

贷款诈骗罪。理由是，王某使用伪

造的房权证作抵押，骗取银行贷款

120万元，所骗赃款部分用于自己生

产消费支出，并造成银行直接经济

损失7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王某

使用了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银行贷

款，且骗取贷款部分用于生活消费

支出，说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

的目的，其行为符合贷款诈骗罪的

犯罪构成要件。因此，其行为应构

成贷款诈骗罪。

第二种意见：王某的行为构成

骗取贷款罪。理由是，王某使用虚

假房权证作抵押，骗取银行贷款120

万元，因经商亏损，给银行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70万元，王某虽使用欺骗

的手段取得银行贷款，但未还贷款

原因是经商亏损，主观上未有非法

占有的故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规定，其

行为应构成骗取贷款罪。

【评析意见】

我国刑法规定的贷款诈骗罪，是

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引进资

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

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

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超出抵押物

价值重复担保或者以其他方法、诈骗

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

大的行为；骗取贷款罪是指，以欺骗

手段取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

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

失的行为。二者的主要区别是主观

故意不同，贷款诈骗罪，主观上具有

非法占有的故意；骗取贷款罪，主观

上未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通过对以上贷款诈骗罪和骗取

贷款罪的比较，笔者同意第二种意

见，王某的行为应构成骗取贷款

罪。理由如下：

本案中，王某以经商需要资金

为由，使用虚假房权证骗取银行贷

款120万元，后因经商亏损，无法及

时还贷，造成银行直接经济损失70

万元，王某虽然使用骗取手段取得

银行贷款，但其未及时还贷是因为

经商亏损，主观上并未有非法占有

的目的，根据2010年5月7日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

管辖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

定》，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数额

在100万元或者以欺骗手段取得银

行贷款，给银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在20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因

此，王某的行为应构成骗取贷款罪。

综上所述，王某以伪造的房权

证作为抵押，骗取银行贷款120万

元，并造成银行直接经济损失70万

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一百七十五条之一规定，王某的行

为应构成骗取贷款罪。

这种行为构成贷款诈骗罪还是骗取贷款罪？

为做好冬季治安防范工作,提高

群众安全防范意识，日前，淇县公安

局组织开展以“防火、防盗、防骗、保

安全”为主题的冬季安全防范宣传活

动，干警深入辖区重点街道、人员密

集场所，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

宣传冬季安全防范知识，受到社会各

界一致好评。 牛合保 文/图

西岗派出所所长冯海鹏在马庄村讲解防牲畜被盗知识西岗派出所所长冯海鹏在马庄村讲解防牲畜被盗知识

法制大队民警袁慧在卧洋湾村普法法制大队民警袁慧在卧洋湾村普法法制大队副大队长赵媛媛在马庄村普法法制大队副大队长赵媛媛在马庄村普法

淇县公安

普法宣传 走村入户

今年以来，淮滨县人民法院全

力推进法院信息化建设，实现从立

案到审判、执行的全过程、全方位监

督，让群众更加便捷地行使诉权，监

督司法活动，感受司法公平正义。

据了解，淮滨县法院构建了诉

讼服务大厅、诉讼服务网、诉讼服务

热线“三位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

台，将案件统一纳入审判流程管理，

并加强对法院各项工作的专题动态

分析，完善制度，堵塞漏洞。目前，

该院所有业务基本上都可以网络办

理，审判、执行等过程也能在网上公

开，初步形成了面向法官、诉讼参与

人、社会公众和政务部门提供全方

位智能服务的“智慧法院”。（马威）

近日，睢县公

安局组织民警深入

社区，向群众介绍

毒品的危害及防范

等常识，提高群众

对毒品的辨别能力

和 拒 毒 、防 毒 意

识。图为 10 月 31

日涧岗派出所民警

向辖区群众讲解毒

品的类别和危害。

屈向前摄

日前，息县人民法院在院视频会议室召

开警示教育大会，要求全体人员加强党性修

养和廉政建设，敲响自重自省的警钟，严格遵

守党纪国法和相关规章制度，为息县法院的

工作开创新局面。 梅倩摄

自从全省“执行风暴”活动开展

以来，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执行

干警24小时待命，一收到被执行人

行踪线索便火速赶往现场，同时加

大对“老赖”财产线索的查证，对“老

赖”围追堵截。

截至目前，该院拘传被执行人

20余人，拘留“老赖”6人；执行到本

院执行局执行款账户184286.2元，

通过执行账户发放执行款184286.2

元，当场发放执行款20余万元；执

结案件10案；终本案件8案；无涉党

政机关案件；针对拒不执行的“老

赖”本院公安移送追究拒执罪数2

案，自诉立案数量1案，拒执罪判决

1案。 （张金虎）

郑州市上街区法院

拘传20余名“老赖”

淮滨县法院

利用信息化打造“智慧法院”

有履行能力，却拒不执行法院判决义务。

11月3日,罗山县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判处被告人胡某有期徒刑六个月。

自诉人张某以其2011年4月给被告人胡

某建房施工过程中从梯子上摔下,造成一级伤

残为由,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本院于2015

年11月5日作出民事判决，判决胡某赔偿张某

经济损失89180.99元。判决生效后，胡某没

有按期履行。张某于2015年12月21日申请

强制执行，在送达执行通知书要求胡某限期履

行后，胡某仍未按期履行。今年5月10日，本

院以其拒不申报财产为由，对胡某拘留十五

日，此后胡某仍拒不履行判决义务。10月12

日，自诉人张某向本院提交刑事自诉状，请求

依法追究胡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刑事责

任。10月13日，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立

案，并对胡某予以逮捕。经查，胡某有劳动能

力和收入，并在乡镇街道拥有房屋三间三层。

法院在审理时认为，被告人胡某对人民

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

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故作出如上判决。 （胡先尧）

为全力维护胜诉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彰显司法正义，震慑“老赖”抗

拒执行，近日，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

院举行“百日执行风暴”行动执行款

集中发放仪式，为部分申请执行人

现场发放执行款1300余万元。

集中发放活动只是平桥区法院

“百日执行风暴”专项行动的一个缩

影。为确保在两年内完成基本解决

执行难任务，平桥区法院用足用好

各项强制执行措施，不断压缩“老

赖”的生存空间，全力维护胜诉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目前，平桥法院共

执结案件50余件，执行到位标的额

2000余万元，集中拍卖处置被执行

人财产3起，同时对13名拒不履行

义务的被执行人实施司法拘留。

（鄢有生杜正威）

近日，方城县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

长吴运广，带领少审庭庭长马楠深入方城县

柳河乡育新学校，开展送法进校园暨关爱留

守儿童活动，深受师生好评。 程远景摄

拒不执行判决 被判刑六个月

平桥法院

集中发放执行款1300余万元

“老人家，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如果您

有用电热毯，请一定记得睡前拔掉电源，以免

着火……”11月21日，国网确山县供电公司

三里河供电所开展冬季安全用电宣传活动，

服务人员到宋庄村向村民详细讲解可能存在

的用电隐患。

为保障辖区居民冬季安全可靠用电，确山

县公司从台区、排查、宣传、消缺四个方面出

发，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结合往年冬季负

荷特点和用电需求开展负荷实测，对重载台区

进行“体检”，全力排查变压器运行情况，并及

时消缺。加大家用漏电保护器、取暖设施、家

用电器设备安全检查力度，防止出现线路私

拉乱接、漏电保护器失灵损坏等现象，对临时

用电客户，开启绿色通道，简化临时用电接电

办理手续。针对重载、过载变压器通过新增

布点和实施变压器增容等工作，把可能在冬

季出现过载现象，从而引发低电压的配电台区

进行改造。合理安排改造工期，科学安排停电

方式，有效减少停电范围和时间，为百姓冬季

取暖用电提供保障。 （张继成夏拥丽）

加强审计整改助力党风廉政建设

今年以来，许昌市魏都区审计局积极践

行党风廉政建设有关精神，通过审计整改推动

精神落实，并以开展审计整改落实年为契机，完

善工作机制。建立审计整改事项“挂销号”机

制，启用了审计整改督查管理系统，将审计反映

的应整改问题、应落实建议、应办理的移送事

项进行统一“挂号”；建立审计整改问题库，通

过跟踪监督、核实问效，对已整改到位的问

题予以“销号”，对未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的

问题持续进行督查，确保审计揭示的问题“件

件有着落，事事有反馈”。强化审计整改情况

通报问责机制。7月以来，集中开展了审计

整改落实工作回访，督促审计对象在规定时

限内整改到位，对审而不改、拖延整改、虚假

整改的情况专题向党委、政府反映，同时区

人大派出工作组对全区未整改到位的单位

负责人进行约谈并责令限期整改。（丁珂）

襄城县王洛镇纪委严肃法纪出“狠”招

今年以来，襄城县王洛镇纪委结合开展

的侵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

整治，锁定与群众联系最密切与群众接触最

频繁的村干部、电工等作为专项整治对象，

强化“微腐败”治理，真正把群众身边的“蝇

贪”揪出来。为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里，该镇纪委制定权力清单，在镇村公示栏

公示，对村级权力运行过程全程监督，树立

起了基层新风正气。 （杨跃栋）

取缔违法电竞馆 净化师院周边环境

11月21日，洛阳伊滨李村安监所联合国

土、消防、教育等部门取缔洛阳师范学院附近

一违法网鱼电竞馆。该馆建筑面积800平方

米，容纳400余人娱乐，无土地、消防、安全手

续，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温军伟）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6年12月

2日上午10时在郑州市地德街16号
对一批车辆（五菱、捷达等）进行公开
拍卖，有意竞买者请于11 月29 日17
时前携保证金5万办理报名手续。

展示时间：2016年11月30～12月
1日；监督电话：68863590

展示地点：标的存放地；报名电
话：0371-67934668

河南求实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24日

确山县供电公司

“安全套餐”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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