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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夫家两套房被她过户、变卖》追踪

伪造证件、假冒当事人 四名被告分别被判犯诈骗罪、滥用职权罪

终审裁定 一被告最高入刑 11 年
□记者 焦勐 文图

核心提示丨今年 7 月 17 日，大河报 AL·02 版以《前夫家两套房被她过
户、变卖》为题，报道了洛阳市民王先生和他的妻子离婚后，他的前妻伙同他
人用伪造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书等一系列材料，分别两次从公证处拿到
了两份“真”公证书。随即将前夫王先生儿子和其母亲名下的两套住房进行
过户、变卖（如图）。
检察机关介入此案后向法院提起了公诉，2017 年 11 月 7 日，洛阳市瀍河
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滥用职权罪对 4 名被告进行了宣判，随后，4 名被告均
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12 月 19 日，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
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骗了电动车上街卖
不料
“买家”
是巡防
□记者 董楠 通讯员 刘红玲

【回顾】 两份“公证书”过户、变卖两套房产
王先生原有两套住房，分别在其儿
子王小小（化名）和其母亲杨丽（化名）名
下。
2016 年 12 月，王先生和妻子办理离
婚手续。王先生离婚后居住在王小小名
下的房子里。2017 年 1 月的一天，王先
生下班后发现，
自家的房门被人用喷漆喷
上了
“欠债还钱”
等字迹，
门锁也被堵了。
事后，王先生到讨债公司询问得知，
自家的房屋已过户至“韩某某”名下，而
“韩某某”又将房屋抵押给贷款公司，从

而取得 33 万元贷款。
后经洛阳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工作人员的核实，有人带着两份洛阳市
涧西区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分别将
王先生儿子和母亲名下的两套房产进行
了过户、变卖。
工作人员告诉王先生，只要办理房
屋委托买卖的人员出示司法机关出具的
公证书，他们就能够帮助其办理房屋过
户手续。
记者注意到，两份“公证书”均出自

洛阳市涧西区公证处公证员李某某，并
盖有洛阳市涧西区公证处的公章。
王先生于 2017 年 3 月将此事反映
至洛阳市瀍河区检察院，检察机关受理
此案并进行了侦查。

【判决】 4 名被告提起上诉，中院裁定维持原判
12 月 25 日，大河报记者拿到了两份
判决材料：一份为《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区
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下称“判决书”
），
一份为《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裁定书》
（下称
“裁定书”
）。
判决书中显示，2017 年 8 月 28 日，
洛阳市瀍河区人民检察院以洛瀍检诉
（2017）84 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某某
犯滥用职权罪，被告人魏某某、刘某某、
卜某某犯诈骗罪，向瀍河区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
瀍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
判决如下：

被告人魏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
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被告人卜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刘
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李某某犯滥
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此外，责令被告人李某某、魏某某、
刘某某和卜某某共同向被害人王小小退
赔人民币三十五万元；随案移送的假万
先生身份证、假魏某某和王先生结婚证、
假洛阳市瀍河区塔湾办事处印章，依法

予以没收。
裁定书显示，宣判后 4 名被告均提
起了上诉，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
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上诉人、听取辩
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
庭审理。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认
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
程序合法。上诉人李某某、魏某某、刘某
某、卜某某的上诉理由均不足，辩护人的
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纳，裁
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揭秘】 公诉机关披露两份公证书是如何办成的
根据原判决中的公诉机关指控中披
露，第一份公证书：2016 年 6 月 8 日，被
告人魏某某伙同王某某、刘某某、卜某某
等人先后伪造了洛阳市涧西区石化社区
居住证明、洛阳市瀍河区塔湾办事处未
再婚证明等材料。随后，由魏某某的母
亲杨某某冒充杨丽，到洛阳市涧西区公
证处找到被告人李某某做委托公证。
被告人李某某违反规定出具委托公
证书，公证杨丽授权张某某全权代理其
名下房产的买卖、过户等事宜。
之后，魏某某和张某某持公证书到
洛阳市房管局将房产过户至魏某某名
下，并抵押借款 20 万元。案发后，由洛
阳市涧西区司法局出资 29 万元将该房

产赎回，
并过户给被害人杨丽。
第二份公证书：2016 年 9 月份，被告
人魏某某伙同刘某某、卜某某等人找人
冒充魏某某的丈夫王先生，并伪造洛阳
市涧西区石化社区居住证明，以及假结
婚证、假王先生身份证等证件材料，再次
找到被告人李某某做委托公证。
被告人李某某违反规定，未对假王
先生的身份及证件进行辨别审核，便出
具委托公证书，公证王小小（魏某某和王
先生的儿子，系未成年人，需父母双方到
场才能公证）授权魏某某全权代理其名
下房产的买卖、过户等事宜。
而后魏某某持该公证书到洛阳市房
管局将房产过户至韩某某名下，并抵押

体彩
“微公益”将爱传递

借款 33 万元。
被害人王先生在无处居住的情况下，
从招商银行贷款35万元将该房产赎回。
12 月 27 日下午，王先生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他对刑事判决方面表示认同，同
时，他认为判决的结果没有完全挽回他
们家庭的财产损失，
“这份判决书对涧西
区司法局监管失职的责任只字未提。他
们给我们家造成的巨额损失远远超过
35 万元，事发已经快 1 年了，当初涧西司
法局出资挽回了一套房子，另一套房子
仍面临着难以执行的局面。”对此，王先
生表示，他会继续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保留对相关部门起诉的权利，他也坚信
法律最终会还他们一个公道。

本报讯 体彩“微公益”，让参与者在
享受体育锻炼的同时，
又帮扶困难群体。
江苏“体彩爱行走”活动，通过参与者
线上捐赠行走步数、江苏体彩匹配捐赠爱
心基金的形式，援助贫困学校的电脑教室
等项目的建设。今年的活动吸引了 4.8 万
人次参与，援建“体彩春蕾班”所需的 30
万元资金成功募集到位。重庆“体彩 20
周年公益 V 跑”，是由重庆体彩中心举办

的一场特殊马拉松比赛。活动当天，近
3000 名跑者齐聚巴滨路为爱开跑，
筹集到
的十余万善款全部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直
接资助贫困大学新生、患疾儿童、农村学子
等。浙江舟山
“公益体彩，
为爱奔跑”
，
根据
“一公里一元公益金”
的标准，
为期 21 天的
夏季公益慢跑筹集 10 万元公益金，
全部用
于完成舟山市贫困群体的微心愿。
体彩搭建的“微公益”平台既满足了
大众全民健身的需求，又让人们了解并参
与到体彩公益中来。

风要来了
气温还是比较高
□记者 章杰
本报讯 昨日，空气流动弱，洛阳市空
气质量一度呈现中度污染，许多市民都开
始想念蓝天。虽然近几天没有雨雪，但预
计明天会有 4 级左右的风，有了风，咱们的
蓝天就不愁不来了。
今日最高温度 10℃，最低温度 0℃，
晴 ，微 风 ；明 日（12 月 29 日）最 高 温 度
12℃，最低温度 2℃，多云转晴，4 至 5 级西
北风。

公益体彩，让爱的阳光洒满校园
□河南体彩

□河南体彩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洛阳市公安局车
站派出所获悉，12 月 21 日晚，车站派出所
巡防队员王耀武在影院街天桥附近散步，
一男子以 400 元价格向王耀武售卖电动
车，经过询问男子坦白车辆是偷来的。王
耀武一边稳住男子，一边在微信群里通知
民警赶到现场。目前，该男子已经被行政
拘留。
据王耀武介绍说，21 日晚他在影院街
天桥附近散步。突然被一人拦下询问是否
需要购买电动车，王耀武心想：
“400 块一
辆电动车，这么便宜中间肯定有问题”。王
耀武随后与该男子聊了起来，该男子表示：
“其实电动车是我偷来的，想尽快出手，所
以比较便宜。”
“你等一下，身上钱不够，让家人送过
来”王耀武一边稳住这名男子，一边通过微
信联系同事。几分钟后，车站派出所民警
赶到影院街附件天桥下，见同事赶过来，王
耀武拿出放在自己电动车内的巡防队员衣
服穿在身上，对方惊讶地说，
“ 你是公安
啊？”
经核实，该男子姓程，20 岁。电动车
并非程某偷来的，而是从朋友那里骗取了
钥匙后，准备到街上卖掉，没想到“买家”却
是巡防队员。目前，程某被处以行政拘留
15 天的处罚。

本报讯 近年来，
中国体育彩票不断开展丰富
多彩的公益助学活动，
让爱的阳光洒满了校园。
2012 年，国家体彩中心在全国推行“公
益体彩 快乐操场”活动，为偏远贫困、条件
艰苦的学校送去极度匮乏的体育器材及公
益体育课。5 年来，
“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已
在全国近 2000 所中小学安家落户，惠及学
生人数超过百万。
“中国体育彩票·新长城助学”活动是国
家体彩中心自 2005 年起开展的一项资助优

秀特困大学生的全国大型公益助学项目。
截至 2017 年，
“体彩·新长城”足迹遍布祖国
大地，受益优秀特困大学生达 2091 人，累计
投入公益金达 903.88 万元。
除了国家体彩中心领航的助学活动外，
各
省体彩中心也结合本省情况，
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助学活动。如大连体彩
“爱心书库”
，
目前已
建成 100 家；广东体彩“冠军课堂”历时 4 个
月，
走进9地级市的25 所山区中小学校；
山东
体彩连续十年开展
“情系革命老区，
关爱寒门
学子”
爱心助学活动等等。体彩人始终不忘公
益初心，
公益体彩就在每一个需要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