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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是太原一家钢贸公司的老

总。2013年4月，他在某银行的一笔
贷款即将到期。因为资金周转不开，
银行主动向他推荐了临猗人张国华，
让他向张借钱，好还上银行的贷款。

只一个电话，连面都没见，张国
华就给刘明公司的账户上打了 800
万元，并约定年利率20%。刘明没想
太多，但感觉张国华没见面就打款，

“这人不是特别有钱，就是有特殊关
系”。

3 个月后，张国华到刘明的公司
考察过一次，延长了借款时间，还主
动提出“可以降一降利息”。

2016年2月，刘明首先偿还了800
万中的50万，并与张国华重新签订了
借款协议。双方约定，750 万元于
2016年6月5日还清。“利息争取同时
还清，如有困难，利息再宽限三个月。”
刘明告诉记者，这次的协议还专门加
了一条：如有争议，向临猗县法院提起
诉讼。

2016 年 6 月 13 日，约定的还款
日期过了8天，临猗县法院受理了他
们的借贷纠纷。此后，刘明本人或公
司员工也没接到法院传票，没见过开
庭公告或其他司法文书。

山西天石建材有限公司（下称
“天石建材”）也有类似遭遇。

2016 年，天石建材陷入债务纠
纷并被债权人起诉，却始终没有收到
法院传票等诉讼文书。为此，天石建
材认为临猗县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并
提出异议，但异议被驳回。

对于刘明，他至今不知道临猗县
法院对他采用了哪种送达方式。从
一年后才获得的判决书看来，案件于
7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距离法院受
理案件尚不足 45 天。庭审时，被告
刘明及其公司未到庭、未委托代理
人、未答辩、未举证。

仅一周后，临猗县法院对案件做
出缺席判决，刘明及其公司败诉，应
在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返还原告张国
华 750 万元及利息。此外，案件受理
费 67800 元，亦由刘明及其公司承
担。

刘明说，因为没有收到判决，败
诉后，他和公司均未上诉。2016 年
10 月 10 日，临猗县法院启动了本案
的执行程序。2017 年 1 月 17 日，张
国华又提起了针对刘明的刑事自诉，
称他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且
成功立案。另据司法文书显示，2 月
14 日，临猗县法院对刘明做出逮捕
决定，并开始对其网上追逃。

对于刘明的上述说法，5 月 30
日，记者向临猗县法院求证，该院新
闻发言人婉言拒绝，未予回应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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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刘明从一名政法系

统的朋友处得到消息：你的身份证有
问题，成了逃犯了。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出了事，开始
托关系，打听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当

初面都没见就给我打了 800 万，还专
门约定有纠纷在临猗县法院解决。
然后缺席判我败诉，然后民事案件转
为刑事案件。”大致摸清发生了什么
后，他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圈套。

咽不下这口气，刘明向山西省和
运城市纪检委实名举报了临猗县法
院，称该院剥夺了自己的答辩权、上
诉权等诉讼权利，但未得到回复。

2017 年 8 月，刘明公司一个 750
万余元的账户被临猗县法院冻结。
紧接着，他本人也被太原警方带走。

“太原警察说，你是被临猗公安列为
网上逃犯的。他们当面给临猗公安
打电话过来押人，但公安不来，让联
系临猗县法院。”刘明说。随后，自己
被临猗县法院法警押回临猗，并被送
进看守所。

在看守所，刘明认识了七八个
人，都和他有着相似的际遇。他们先
是陷入债务纠纷，什么都不知道就被
人起诉、缺席判决。其中一个叫张军
民（化名）的和他一样，发现问题时已
被网上通缉，成了逃犯。

据了解，郝万吉在临猗县法院分
管执行和部分民事审判工作。刘明、
张军民等数名当事人向记者表示，他
们的案子背后都有郝万吉的身影，案
件受到了郝万吉的干预。

临猗某民办学校校长韩晓芳（化
名）没被抓，但她认为自己的遭遇更窝
火。

今年5月23日，韩晓芳向记者回
忆，2008 年 5 月底，临猗县法院突然
在她的学校里张贴了强制执行通知
书，白底黑字的手写版，没盖法院的
红章。通知书张贴后，建设到一半的
学校停了工，700 多名学生退学。韩
晓芳这才知道自己被临猗县民政局
起诉了，而且一审宣判已有 3 个月，
早过了上诉期限。

韩晓芳说，这场官司的由头是
2000 年时自己向民政局购买了 1.33
公顷土地的使用权，建校舍。双方约
定总价款 125 万，韩晓芳先付 33.55
万头款，民政局将土地证转移到她名
下后再付90多万尾款。“我付完头款
后，民政局局长不给我办土地证。”韩
晓芳说，剩下90多万她就没给。

为了问清官司的事，韩晓芳找过
民政局和县政府。当年的副县长和
民政局副局长坚称：绝对没有起诉。
一个在临猗县法院工作的朋友给她
偷偷复印了判决书，上面写得清清楚
楚：原告临猗县民政局。

“作为被告，没收到传票、没参加
庭审、没收到判决，原告又否认自己
是原告，但是法院要强制执行我。”韩
晓芳觉得自己的处境太尴尬。

事后，她特意到法院查询过传
票、起诉状、应诉举证通知书的送达
回证。记录显示为“本人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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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刘明差不多，让张军民陷入不

利境地的是一笔800万元的借款。
被关进看守所后，张军民请外面

的亲友帮忙，先交了 300 万元还欠
款，还抵押了价值 2000 多万的房子
准备拍卖继续还钱。

“300 万打进了法警刘涛的个人
账户。”今年5月24日，张军民告诉记
者，打钱后他被放了，前前后后在号
里蹲了1个多月。

刘明相对幸运，只在看守所待了
5天。

他至今记得与郝万吉第一次见
面的情景。从太原押到临猗的当天，
下午6点多钟，刘明戴着手铐坐在法
院的沙发上。一个一米八多的光头
大个儿进屋后，几名法警迅速起立，
法警刘涛还大声呵斥，“站起来，把他
背铐上，站好。”来者正是临猗县法院
副院长郝万吉。

刘明说，当晚，他的弟弟就给郝
万吉送了十几条烟和一些土特产。

办完手续，刘明和家人来到郝万
吉在法院的办公室。郝万吉说，欠款
要按照月息五分（相当于年息 60%）
计算。刘明不知对方是怎么算出的
利息和本金，总之，除了公司被冻结
的750万，郝万吉说“还要再交五、六
百万才能放人”。

两天后，张国华来到法院，与刘
明和家人达成了和解协议。第一，冻
结的 750 万公司资产用来还钱；第
二，刘明的弟弟现凑了 48 万元转到
法院账户；第三，还要再还 300 万。
偿还前，先用亲戚家 500 平米的房产
做担保；第四，张国华对刘明的自诉
撤诉，放弃追究刘的刑事责任。也就
是说，刘明要想获释，前后共要支付
1098万元。

达成协议当天，临猗县法院就为
刘明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刘明说，
他爱人当时还要求复印判决书和案
卷，但遭到了档案室的拒绝。“在我爱
人的一再要求下，对方请示了郝万吉
才让复印判决书。”

刘明说，临走前，郝万吉还留下
一句话：“我们后边还没完，必须把钱
（指 300 万）还了才能撤诉。随时都
能把你抓回来。”

事后，刘明曾当面质问张国华，
为什么不肯沟通，一声不吭就去法院
起诉了？张国华告诉刘明：“走到这
一步我也没有办法，这不是我的本
意。但我做不了主，起诉你花了债务
的30%。”

据接近郝万吉的人士透露，郝万
吉通过法院外人士控制着两个小额
信贷公司，放贷的同时利用司法程序
收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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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书，韩晓芳的学校就被查封了，
至今没有拍卖。彼时，郝万吉还是临
猗县法院执行局局长，资金链断裂的
韩晓芳多次到他家里求情。

二人是小学校友，郝万吉喊韩晓
芳“校花”。登门拜访时，韩晓芳会带
些小礼品，有一次买了几斤虾。那

次，郝万吉对她带来的东西不屑一
顾，打开别人送来的成箱的虾，“看人
家给我送的大虾，你看你拿的都是啥
东西！”

多次求情后，郝万吉终于说出了
自己的意图。“他说学校的项目只要
让他接手，就可以欠10万还8千。”韩
晓芳说，同样的意思郝万吉后来说过
多次，但她一直没同意。

直到2010年8月，韩晓芳差点迎
来曙光。彼时，临猗县国土局来了新
局长，将县民政局的1.33公顷土地重
新招拍挂。韩晓芳交了 138 万定金，
公示 7 天后就能挂牌办证了。“就在
那时候，临猗县法院执行局的法警拿
来一张 A4 纸，上面写着法院执行拍
卖的土地不能办证。”韩晓芳说，那张
纸上没有法院公章，只有郝万吉的签
名。

郝万吉试图接手的另一个项目是
怡锦苑，一个外地老板2013年开发的
商品房小区。今年5月25日，怡锦苑
的项目负责人姜晓辉（化名）告诉记
者，2015 年因为几件债务纠纷，临猗
县法院陆续查封了该项目的400多套
房子，禁止这些已经预售的房产过户、
买卖。

姜晓辉说，郝万吉查封房产的目
的是把项目部赶走，自己接手开发。
在法院办公室，郝万吉曾对他直言

“你们公司的官司赢不了。不如我帮
你们找个接手人，你们离开临猗，就
算我帮你们了。”

2016 年 12 月，怡锦苑向临猗县
人社局交纳的 82 万元农民工工资保
障金也被临猗县法院强行划走。今
年5月27日，临猗县人社局的工作人
员向记者证实此举正是郝万吉所为。

记者获取的材料显示，2016年11
月和2017年1月，临猗县人社局曾两
次致函临猗县法院，反对强行划扣怡
锦苑的工资保障金。函中写道，“保障
金所有权暂属人社局，法院从我局的
工资保障金账户扣划款项十分不妥。
工资保障金账户实行专款专用，只能
用于偿付拖欠职工（含农民工）的工
资。”

几经争执，工资保障金还是被划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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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涉足房地产，郝万吉还实际
控制着山西安皓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下称“安皓保安”），由手下为其经
营。工商信息显示，该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1 月，注册资金 200 万元。
公司经理、股东之一的史晓波，还担
任山西汉杰实业有限公司的法人代
表、执行董事。而汉杰实业的登记地
址临猗双塔北路 1825 号，正是郝万
吉开发的老年公寓的所在地。此外，
在今年 4 月 25 日临猗警方发布的悬
赏通缉中，史晓波也在列。

姜晓辉说，2015 年初，安皓保安
的人到怡锦苑的工地收保安费，“说
只要有人闹事，郝万吉就派人来摆

平，一年保安费10万，平常不派人。”
姜晓辉说，保安费实际就是“保护费”

“公司不想惹麻烦，交了5万。”
2016 年怡锦苑被法院查封时，

郝万吉又和姜晓辉提及保安费的
事。“他说你们还欠我们5万保安费，
先把5万块钱交了，再办公事。”姜晓
辉回忆。

2016 年怡锦苑被查封后，曾引
发业主和讨薪农民工的群体性事
件。为解决问题，临猗县委副书记、
副县长召集开发商和住建局、信访
局、公安局、法院、司法局等部门开协
调会，郝万吉代表法院出席。

开会时，姜晓辉称事件的起因在
于法院不依法办事。“还没说几句，郝
万吉拍着桌子说不开了，摔门就走
了。”

据接近运城市政法系统的人士
透露，郝万吉的飞扬跋扈在临猗县法
院很出名。2015 年郝万吉升任副院
长后，运城市政法系统的领导到临猗
县法院视察，法院制作的欢迎牌上郝
万吉排在另 3 名副院长之后，“他当
场就把欢迎牌扔掉了。”

同样嚣张的还有与郝万吉关系
密切的法警刘涛。

今年5月21日，临猗县农民侯立
刚告诉记者，两年前刘涛执行他哥哥
的宅基地纠纷案时，未出示任何手
续，还将他 76 岁的母亲推倒致昏
迷。侯立刚跟刘涛理论后，将母亲送
到医院。在医院门口，刘涛带着十多
个人殴打侯立刚，随后临猗县法院以

“阻碍司法人员执行公务”为由对侯
立刚拘留 15 天。“当时我身上有 600
多块钱，拘留的时候钱被刘涛没收
了，他说这是拘留费。”侯立刚说。

从看守所出来后，侯立刚将上述
经历发在了网上，有人把帖子标题改
成“临猗县法院郝院长给我一个说
法”。不久，侯立刚接到郝万吉的电
话，“他说你赶紧把帖子删了，不删信
不信把你给办了!”侯立刚说。

据媒体报道，郝万吉被带走后不
久，临猗县公安局又从法院带走了法
警刘涛。

另据此前媒体报道，来自郝万吉
专案组的《悬赏通告》显示，4月26日
凌晨，郝万吉团伙的一名成员曾将一
支长 80 厘米左右的枪支扔进黄河。
公安局为此悬赏两万元查找。

5月30日，临猗县法院新闻发言
人告诉记者，采访需经运城市中级人
民法院政策研究室批准，运城市中院
政策研究室主任姚运星则表示，目前
郝万吉案正处于侦查阶段，不便接受
采访。临猗县公安局宣教科的负责
人也表示，此案案情重大，宣传部门
目前对此案一无所知。

听到郝万吉被抓的消息时，正在
高铁上的韩晓芳号啕大哭。十多年
来学校烂尾至今，校园里的荒草已经
一米多高。

这 一 次 ，她 觉 得 曙 光 真 得 近
了。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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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老板刘明（化名）因为借了别人

的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债权人起诉，没
有接到传票、没有见到开庭公告就被山西
省运城市临猗县人民法院缺席判决败诉。
随后，债权人又以涉嫌拒不执行判决为由，
提起刑事自诉。而后，刘明被网上追逃。

被关进临猗县看守所后，刘明发现跟

他情况类似的还有七八人。这些人的案
子背后藏着同一个身影——历任临猗县
法院副院长、执行局局长的郝万吉。

今年4月25日，临猗县公安局发布通
告，称“破获了以郝万吉为首的涉嫌犯罪
团伙案件”。临猗警方另有一则悬赏通
告，对马某、史某等 4 名涉黑涉恶案件在

逃人员悬赏通缉。据媒体报道，悬赏的4
人和郝万吉为首的涉嫌犯罪团伙相关。

据媒体公开报道，通告的前一日，郝万
吉在临猗县委参加扫黑除恶专项会议后
被公安机关带走。几乎同时被带走的，还
有与郝万吉关系密切的临猗县法院法警
刘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