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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5月 22日，最高人

民检察院发布 5件检察机关查办民

事虚假诉讼的指导性案例，这是最

高检首次发布民事检察指导性案

例。

据悉，2017年至今年 3月，全国

检察机关共监督民事虚假诉讼案件

5455 件，其中 2017 年办理 1920 件，

去年办理 2883件，今年第一季度办

理 652 件，上升趋势明显。根据统

计数据，所办理的生效判决、裁定、

调解书监督案件主要集中在民间借

贷纠纷、房地产权属纠纷、追索劳动

报酬等领域。在提出抗诉和再审检

察建议的 3927件案件中，借款纠纷

达 2199件，占全部监督案件的 56%，

劳动合同纠纷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分别为 474件和 169件。

在此次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中，

有的当事人恶意串通、虚构债务，骗

取法院支付令，并在执行过程中达

成和解协议，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

侵占国有资产；有的当事人伪造证

据、虚构事实提起诉讼，骗取法院调

解书以达到转移公司资产目的；有

的当事人恶意串通、捏造事实，利用

虚假公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侵害

他人合法权益。经过检察机关监

督，这些案件已得到纠正，相关责任

人也被追责处理。

声 明
因不慎，将车牌号为

青A26047的机动车登记
证书遗失，特此声明。

声明人：中国科学院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2019年5月24日

声 明
因不慎，将车牌号为

青 AM4572 的机动车登
记证书遗失，特此声明。

声明人：青海天地乐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5月24日

交警支队一大队事故中队涉案车辆报废（销毁）统计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厂牌

奇瑞牌

宗申牌

无

轻骑

力帆

嘉厉

豪爵牌

车辆类型

小型轿车

三轮汽车

两轮摩托车

两轮摩托车

两轮摩托车

两轮摩托车

两轮摩托车

车号

甘N52324

无号牌

无号牌

无号牌

无号牌

无号牌

冀FCR573

车架号

LVVDC12A89D430245

LZSHDMZM3G8014760

LYMTGAA115A010109

LV7AH54070A015777

LE3P0R00770009929

WB135418

LC6XCHX1190085278

发动机号

FD9M01129

无发动机号

无发动机号

无发动机号

无发动机号

无发动机号

WB135418

颜色

灰色

银灰

红色

黑色

红色

黑色

黑色

车辆状态

多次通知未来处理

无登记信息

未办理注册登记

未办理注册登记

未办理注册登记

未办理注册登记

逾期未检验、注销

最后检验日期

2019/1/31

无

无

无

无

无

2011/12/31

备注

扣留六个月

呈请涉案车辆公示（公告）报废报告书
西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事故中队依法对长期未处理事故的涉案车辆进行公告，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仍

未处理的，西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按暂扣车辆管理办法，对1辆小型轿车、一辆三轮货车、5辆两轮摩托车将依法予以

公告强制报废。 西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事故中队

2019年5月24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绍娟(身份证号: 630122199711060029):

本院审理的原告海黑莫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依法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9年5月24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德群:

本院受理原告蔡跃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9年5月24日

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告
巨金花：

本院受理蔡有章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十法
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9年5月24日

青海省玉树市人民法院公告
何永龙:

本院在受理原告才文尼玛诉被告何永龙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通知你参加诉讼，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一份)、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及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限届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审理本
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9年5月24日

青海省玉树市人民法院公告
袁贤敏:

本院在受理原告昝国平、李进章、张占仓诉被告袁贤敏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通知你参加诉讼，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一份)、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事审判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9年5月24日

青海省玉树市人民法院公告
袁忠明、邓先例:

本院在受理原告西然多杰、闹尼诉被告袁忠明、邓先例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9年5月24日

青海省玉树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庆宝:

本院在受理原告蒲中春诉被告赵庆宝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2019年5月24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录:

本院受理原告马福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9年5月24日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法院公告
严金燕:

本院受理原告张朝海诉你离婚纠纷-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2019年5月24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乔朝阳(身份证号: 410725198812100487):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市城中支行
与被告生海宁、乔朝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9年5月24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公告
韩学英:

本院在执行赵永永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由青海科艺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评
估你名下位于西宁市城东区共和南路6号1号楼1单元131室房屋价格鉴定书，该鉴定书
运用比较实例，通过分析比较两者差异，进行修正得出鉴定对象的价值为4958元/m，总价
27.54万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既视为送达。如对鉴定书有异议，请在公告
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异议。逾期本院将对鉴定房屋予以拍卖或变价处理。

2019年5月24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青海千莱合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周保国与被告青海千莱合商贸有限公司、盛诗尧、花修军、甘晓龙、第三人
孟冲合同纠纷一案和原告周保国诉被告孟冲、第三人青海千莱合商贸有限公司、盛诗尧、花
修军、甘晓龙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青0102民初
2116号和(2018)青0102民初21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9年5月24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公告
邹庆涛、王在勇: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亚西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则依法缺席裁判。 2019年5月24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耿明德(身份证号码: 630104196203172511) :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卢显彰与被执行人耿明德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青0103执恢34号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和财产申报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2019年5月24日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李胜唐:
本院受理上诉人蔡永召与被上诉人马信得、李胜唐、李忠、李万

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之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一审判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2019年5月24日

向打假官司亮剑最高检首次发布
民事检察指导性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