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姚晶 廖
慧） 近日， 安化县人民法院在
省、 县两级人大代表和公证处
工作人员的见证下， 对一起房
屋租赁合同案件中涉案商铺进
行强制腾房， 成功腾空商铺并
交还所有人。

2015 年， 吴某与安化某房
地产公司签订租赁合同， 租赁
面积 7272.63㎡，租赁期间吴某
欠缴租金 82530 元， 租赁到期
后， 吴某以该商铺漏水问题严
重及市场不景气为由， 要求减
少租金金额， 双方多次协商未
果。 2021年，该房地产公司以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为案由诉至法
院。 经法院判决，吴某需返还租赁
商铺以及欠缴金额。 判决期限届
满后，吴某拒不履行义务，该房地
产公司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 ，承
办法官多次与双方交涉， 但承
租人仍未及时返还租赁商铺 ，
法院遂在涉案房屋张贴了限期
腾房的公告。 公告期限届满后，
执行干警联合公证处人员 、开
锁公司人员、 搬家公司人员组
成执行队伍，进行强制腾空，将
涉案 7272.63㎡商铺交付给了
安化某房地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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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守护好老年人的“钱袋子”
湖南法院深入推进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犯罪专项行动

73 岁的尹爹爹是一名痛风
患者。 2014 年 9 月 1 日，尹爹爹
在报纸上看到广告， 有痛风治
疗免费送。 于是，他用手机拨打
了报纸上的座机电话， 电话那
头自称是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
传达室。 9 月 14 日，一名自称为
马芳的女教授， 给尹爹爹来电
说， 痛风治疗仪免费送， 但需
2300 元耗材费， 并且这些费用
可以报销，尹爹爹便同意了。 治
疗半个月后， 马芳教授又打来
电话， 说需要购买药品配合治
疗，如不购买会得尿毒症死人。
此后， 马芳教授多次打电话来
要尹爹爹购买药品。 尹爹爹前
后共计购买药物 15 次 ，付款计
10.56 万元，全部是由某物流公
司代收货款。

意识到不对劲 ， 尹爹爹将
购买的药品到药监部门查询 ，
药监部门告诉他， 他花十多万
购买的大部分是保健食品 ，只
有少量的治疗痛风药品。 这些
药品也是一些普通药品， 价格
很便宜，只要几十元，并且诱导
说可报销，实际没报一分钱。

知道自己受骗后 ， 尹爹爹
心痛不已，赶紧报案。

日前，这一诈骗团伙受审 。
据法院审理查明，2013 年 3 月，
李某、吴某某成立某商贸公司，
纠集邹某某、 邓某某等数十人
（大部分系李某、 吴某某亲友）
组成诈骗集团， 利用电话销售
方式冒充北京相关医院、 科研
机构的医生、教授、专家取得患
者信任， 逐步引诱患者购买没
有疗效的“治疗仪器”“药品”骗
取款项， 并在部分患者后续联
系时，伺机再次诈骗。 此外，邓
某某等人还通过网络购买患者
个人信息(即患者姓名、电话、地
址 、病情等内容 )交给集团成员
实施诈骗。 2013 年 3 月至 2015
年 12 月 11 日 ， 以李某为首的
诈骗集团共计诈骗 9036 人次 ，
骗取款项计 3565.62715 万元。

最终， 法院对李某以诈骗罪
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并罚，
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以诈
骗罪、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罪分别判处邓某某等人十五年
至三年不等有期徒刑。

警惕“以房养老”的甜蜜陷阱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

面对巨大的养老需求，涌现一批

不法分子打着 “服务老人” “关爱
老人” 的旗号招摇撞骗 。 不少
老年人被骗子的热情体贴所打
动，迷失在“以房养老”“投资养
老”等美梦中。

通过组织聚餐 、 免费参观
等方式， 获取老年人的好感和
信任 ，再以优惠 、派送红包 、返
利为诱惑， 诱骗老年人签订投
资合同……福康公司的 “甜蜜
陷阱”就坑骗了不少老年人。 经
法院审理查明， 福康公司实际
负责人为王某某 （已死亡 ），在
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的情况
下，通过聘用业务员发传单，组
织集资参与人聚餐、 参观等方
式， 对外宣传公司正在修建养
老公寓， 投资人投资 1 万元达
半年以上 ， 可以得到 400 元至
800 元不等的红包，养老公寓建
成后投资人可以优惠入住 、以
可以获得月息等为诱饵向社会
公众非法集资。

2019 年 4 月， 被告人黄某
某担任福康公司财务经理 ，协
助王某某管理公司。 经鉴定，黄
某某任职期间， 福康公司共计
吸收 143 名投资人资金 384.1
万元， 黄某某获利 1.6 万元，非
法获利已退缴。

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认
为，被告人黄某某伙同他人，未
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向社会公
众非法吸收资金， 其行为已构
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根据
黄某某系从犯，当庭认罪认罚，
退缴违法所得等情节， 依法从
轻处罚， 对黄某某以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并处罚金 5 万元。

多措并举
从源头预防养老诈骗
让老年人幸福地安度晚年

是每个家庭最关注的事。 为守
护好老年人的 “钱袋子 ”，打击
整治养老诈骗犯罪专项行动开
展以来， 省高院第一时间成立全
省法院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党组书
记、院长田立文担任组长，坚持“一
把手”抓，层层压实责任。

全省法院均成立执行工作
专班， 将追赃挽损贯穿案件处
置全过程， 多起重大案件组建
“审判+执行”专班，对养老诈骗
案件优先办理， 所有判决生效
案件均在规定时限内移送执
行。 今年以来，全省法院执行到
位金额 1.34 余亿元。

为达到专项行动“治”的目

标， 预防和减少侵害老年人合
法权益的各类犯罪， 全省法院
已向民政、市场监管、金融监管
等部门发出 60 份司法建议 ，推
动建立健全养老诈骗犯罪惩 、
防、治联动工作机制，助力推进
综合治理。 如在“爱之心”老年
公寓案中， 长沙市天心区法院
针对审理中发现的问题， 向相
关部门提出了严格审查养老服
务企业的市场准入资格、 经营
范围等 4 条司法建议 ， 推动相
关部门加强市场主体监管 ，引
导养老机构诚信守法经营 ，更
好适应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
求。

减少养老诈骗犯罪， 必须
要加大普法力度， 提升老年人
防范养老诈骗的意识和能力 。
为此， 湖南法院充分把握宣传
教育的时度效， 形成 “传统宣
传+新媒体平台” 集成发力、线
上线下矩阵联动，进社区、下村
寨 ，全面开展 “接地气 ”的养老
诈骗宣传和普法。 全省法院在
省级以上媒体刊发新闻报道
301 篇，现场反诈宣传 340 余场
次， 发放宣传资料 11 万余册 ，
形成了防范养老诈骗的强大宣
传声势。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浪）近
日， 汨罗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
心诉前调解室成功化解了一起同
居关系子女抚养权纠纷，保障了非
婚生子女的利益最大化。

李某与男子王某未婚同居
后生育一女李某某。 李某年纪
较轻，又无稳定收入来源，抚养小
孩依靠父母帮衬，王某作为孩子父
亲从未支付过抚养费，李某已无力
负担，遂诉至法院。

在调解时， 王某以不确定
小孩是自己亲生为由不同意抚
养小孩，也不同意出抚养费。 为

了彻底解决矛盾纠纷， 在征得
双方同意后， 让王某与李某某
进行了亲子关系鉴定， 鉴定结
果显示王某与李某某存在亲生
血缘关系。 调解员再次组织双
方面对面调解， 并向王某释明
了非婚生小孩享有和婚生小孩
同等的权利， 包括其生父生母
的抚养义务， 也是法律强制性
要求的。 通过耐心释法说理，成
功达成了李某某继续由李某抚
养，王某按月支付抚养费，大额
的医疗费和教育费双方各自负
担一半的调解协议。

司法关爱送上门
盛夏初始，蝉鸣蛙叫。常宁市人民法院干警提着公文包行走在乡间小路上。近日，

该院审理了一起抚养费纠纷案。 法官了解到当事人为在校学生，父亲早逝，一直由爷
爷奶奶抚养，遂决定亲自送达判决文书，并为当事人送去书包、文具等学习用品。

通讯员 吉言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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