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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福建高院对黄兴等人作出国家赔偿决定
共计赔偿537万余元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5年9月30日（总第6455期）

冯占领、张利平：本院受理的高尚俊与你民间借贷执行案
件，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2015）东执字第441号执行通知书及报
告财产令、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次日起3日内，责令你自动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对保全冯占
领名下坐落于邢台市桥东区龙泉北街518号东盛苑1号楼3-401
室的房产进行评估、拍卖。 [河北]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

郭利伟：本院受理刘凤有申请执行你公证债权文书纠纷一
案，现需对本院的（2015）惠执字第 208号执行裁定书上的评估、
拍卖标的物进行评估、拍卖。现向你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本
院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通知，公
告之日起 60日期满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7日内到本院
联系办理有关本案的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
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院将依法执行本案。 [河南]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

孙海、王慧群：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陈兰香与被执行人孙
海、王慧群公证债权文书一案，现申请执行人要求对孙海所有的
位于鄂州市鄂城区菜元头村 1组B栋东单元 1层东户房屋一套
（产权证号：第SF29876号，建筑面积：133.50㎡）进行评估、拍卖，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裁定书及选择、确定评估拍卖机构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于送达之日起五日内
到本院领取相关法律文书。逾期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办理确定
评估拍卖机构等其他事宜。 [湖北]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

唐清林：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吉林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强制
执行被执行人你土地行政处罚一案，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5）龙行审执字第 8号行政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行政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送达后，
即具有法律效力。 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法院

江苏志成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执行的朱大兵与你
公司等被执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3）泰中民
初字第0076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未自觉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朱大兵已向本院申
请强制执行。本院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同时，本院已依法对你公司名下
位于江苏省仪征市权证号为仪国用（2010）第 00093号国有土地

使用权进行价值评估（南京长城土地房地产评估造价事务所宁
长城法鉴报字[2015]第019号土地估价报告），评估价值为831.92
万元，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上述土地估价报告书，如对
该报告有异议，可在公告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
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对上述已评估土地在本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平台公开司法拍卖。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吴俊雷：本院受理梁成信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梁
成信申请执行（2015）德开民初字第534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5）德开执字第213号执行通知书、被执行人权利
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山东]德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山西钢宇煤焦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张福亮诉你及张金
印、太原钢宇物资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
告送达期满后第 3日上午 8时 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另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并民初字第 178号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
在公告期满后向本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缪宏：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张慧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你作为被执行人，现已进入执行阶段。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小民执字第 753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执行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山西]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
董志强：本院受理李海东、李勇依据（2014）宜君民初字第

00336号民事判决书，执行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5）宜君执字第00056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日内，自动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 [陕西]宜君县人民法院

常熟维斯俐纺织品有限公司,张艳萍：本院受理上海广深国
际物流有限公司诉常熟维斯俐纺织品有限公司,张艳萍海上、通
海水域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上海广深国际物流有限
公司申请执行常熟维斯俐纺织品有限公司,张艳萍（2014）沪海法
商初字第 1625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2015）沪

海执字第285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自公告期满后5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
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上海海事法院

黄静,黄雪香,许春敏,叶林,李安剑,钟涛,上海然腾实业有限
公司,上海国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陈木成：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卢湾支行诉黄静,黄雪香,许春敏,叶林,李
安剑,钟涛,上海然腾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国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陈木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市卢湾支行申请执行（2014）黄浦民五（商）初字第 600
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委托上海城市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上海
市杨浦区佳木斯路 353号 1201室、嘉定区新源路 66弄 21号 601
室进行评估，已作出沪城估（2015）（估）字第 03414 号、沪城估
（2015）（估）字第03415号评估报告书。评估价格分别为人民币壹
仟零贰拾肆万元（03414）、人民币捌拾万元（03415）自发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
达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
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潘龙龙,刘嫣然,上海卓东商贸有限公司,周水满,魏清华,陈宣棠,
上海东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杨家秀,周长珠,雷燕,游志武,袁芳
艳：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卢湾支行诉潘龙龙,
刘嫣然,上海卓东商贸有限公司,周水满,魏清华,陈宣棠,上海华灿贸
易有限公司,上海宁钢经贸有限公司,上海东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杨家秀,周长珠,雷燕,游志武,袁芳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
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卢湾支行申请执行（2014）黄
浦民五（商）初字第391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委托上海城市房地产估
价有限公司对奉贤区奉南公路999弄387号1层、382号211室；松江
区辰花路839弄45号601室；松江区西林北路899号；松江区莘砖公
路3118弄15号进行评估，已作出沪城估（2015）（估）字第03471、
03472、03473、03474号评估报告书。评估价格分别为人民币伍拾万
玖仟元（03471）、贰佰叁拾万元（03472）、壹佰玖拾万元（03473）、伍佰

叁拾伍万元（03474）自发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
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
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夏永琪：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卢湾

支行诉夏永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卢湾支行申请执行夏永琪民事判决书，依法
委托上海国衡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夏永琪名下位于上海市杨
浦区政和路 538 弄 186 号 101 室进行评估，已作出沪国衡估字
（2015）第0250号评估报告书。评估价格为1358万元自发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
达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
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王晓婷,王玉龙,朱徳娟：本院受理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
民支行诉王晓婷,王玉龙,朱徳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民支行申请执行(2014)黄浦民五(商）
初字第3666号判决书，依法委托上海国城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
公司对长宁区古北路 1000号A楼 603室进行评估，已作出国城
估字 2015-08212号评估报告书。权利人自发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10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
开拍卖。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夏斐：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卢湾支行诉夏斐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卢湾
支行申请执行（2015）黄浦执字第1325号一案评估报告书，依法委托上海
国衡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泗陈公路388弄16号
房屋进行评估，已作出沪国衡估字（2015）第0265号评估报告书。评估价
人民币7,273,400元自发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
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
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李善荣,廖金花：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诉李善荣,廖金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执行（2013）黄浦民五（商）初字
第954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委托上海国城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
公司对上海市杨浦区政和路999弄51号902室房产进行评估，已
作出国城估字 2015-07845号评估报告书。评估价人民币 387万
元自发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

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
评估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李志明：本院受理巩建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巩建福申
请执行（2013）南民初字第6622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南执字第1969号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自公告期满后即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
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钟莲姣：本院受理天津朝霞摩托车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申请
执行天津钟阳迅达摩托有限公司、钟莲姣企业借款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委托天津兆恒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天津
钟阳迅达摩托有限公司提供的全部动产进行评估所作出的津兆
恒评报字（2015）第 011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价值为 16684.30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
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提出异议
申请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许菁：本院受理张春霖申请执行（2014）东民初字第4904号民事判决
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7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天津泽信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天津泽远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孙政、王娜：本院受理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南开支行诉天
津泽信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天津泽远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孙政、
王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南开支行申请执行（2015）一中民三初字第0056号民事调
解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一中执字第 0343号执行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
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天津泽信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天津泽远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孙政、王娜：本院受理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南开支行诉天
津泽信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天津泽远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孙政、
王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南开支行申请执行（2015）一中民三初字第0058号民事调
解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一中执字第 0344号执行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
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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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詹旋江） 近日，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黄兴等人再

审无罪赔偿案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分别
决 定 支 付 黄 兴 人 身 自 由 赔 偿 金
1283384.52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58 万
元，共计1863384.52元；向林信容、庄
华英支付林立峰的人身自由赔偿金
694095.48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60 万
元，共计1294095.48元；支付陈夏影人
身自由赔偿金1523977.92元、精神损害
抚慰金 69 万元，共计 2213977.92 元；

并依法向上述赔偿请求人赔礼道歉，为
黄兴、林立峰、陈夏影消除影响，恢复
名誉。

1996 年 4 月，福清发生一起绑架
案。经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批准逮
捕及提起公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1998 年、2000 年、2002 年三次作出一
审判决，认定黄兴、林立峰、陈夏影构
成绑架罪；福建省高院经两次发回重审

后，于 2006年 11月 25日作出终审裁
定，维持福州中院作出的有罪判决。
今年5月29日，福建高院作出再审判
决，依法宣告黄兴、林立峰、陈夏影
不构成绑架罪。

林立峰的父母林信容、庄华英与
黄兴、陈夏影分别于 6月 30日、7月
6 日，向福建高院提出国家赔偿申
请。

亲生父亲因病去世，年轻的未婚
妈妈因为要结婚，与孩子的祖父母协
商一致，欲将孩子的监护权变更到祖
父母名下，是否可行？近日，广东省蕉
岭县人民法院对这起变更监护权纠纷
案件给出了明确答案，没有法定事由，
孩子的监护权不可随意变更。

2002年冬，小海（化名）认识了小
其10岁的小萍（化名），两人很快确立
了恋爱关系，并开始同居，但迟迟未领
结婚证。2005年女儿小小出生，因为
是非婚生子女，一直没办理入户手
续。2014年小海因病去世，小小一直
跟妈妈生活。由于小萍尚且年轻，近
期准备与他人结婚，小海的父母担心
小萍婚后会影响小小的生活，而自己
虽年老，但身体尚且健康，加上有其他
子女的协助，完全有能力抚养监护小
小。因此小海的父母与小萍协议签订
了《子女监护权变更协议》，约定小小
成年前的监护、抚养权利义务变更为

祖父母，并于今年7月诉至蕉岭法院，
请求变更小小的监护权归他们所有。

在小小亲人看来，小小有人照顾，
还有他们自愿签订的协议，到法院变
更监护权只是履行手续。让他们没有
想到的是，蕉岭法院审理后却驳回了
他们的诉讼请求。

为什么法院会作出这样的判决？
办案法官解释，抚养孩子是父母的法
定权利义务，小小的父亲因病死亡，小
萍作为小小的母亲，系小小的法定监
护人，法定抚养权利义务人。小萍有
一定的生活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具
有完全履行监护未成年女儿成长的能
力。在小小未成年之前，小萍应承担
起教育其健康成长的义务。如同意双
方协议一致的内容，变更小小的监护
权归祖父母，会免除小萍应承担抚养
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可能影响小
小的身心健康成长。综上，法院依法
驳回小小祖父母的诉讼请求。

本报讯 （记者 娄银生 通讯
员 周 琪） 23 年前，江苏省徐州
一企业女职工在工作调动中，新工作
单位不慎将其人事档案丢失，致其长
期无法在原单位工作，也无法交纳劳
动保险、无法领取退休金。近日，徐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
决：被告单位赔偿原告6万元。目前,
该款已经交付法院账户。

1992 年，徐州手表厂职工张媛
请求调入徐州某局下属某企业。该单
位将张媛的档案从原单位拿到本单位
人事科后，就让张媛在家等通知。直
到 1997 年，该企业才告知张媛，她
的档案早几年前就找不到了。因没有
人事档案，张媛也就无法调到其他单
位，也无法办理社会保险，到了退休
年龄也没退休工资，只能从事临时工
作维持生活。苦恼多年的张媛终于决
定打官司，她起诉称，由于被告未能
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造成档案丢
失，给自己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其损失 6 万
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徐州某局下属某
企业于 1994 年拆分出下属某企业和
徐州另一企业。2005 年，徐州某局
撤销时，这两个企业也同时被撤销，
分别并入济南某局，后根据上级文件
要求上述两个企业在徐州的业务资
产、在编人员及档案划交给上海某
局。2008年3月，济南某局移交两个
企业的在册工人档案花名册中均没有
张媛的名字。法庭还查明，张媛因没
有档案无法回原单位上班，又无法调
入其他单位工作，并无法办理各项社
会保险，至今还未能办理退休手续。

该案因双方分歧较大，法院调解
未果。最终，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上海某局一次性赔偿原告 6
万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 1300元。宣
判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
经庭审依法对此案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档案丢失23年后获赔6万元
徐州一女子维权获法院支持

“档案是公民取得就业资格、缴
纳社会保险费、享受相关待遇应具备
的重要凭证，其价值不在于它的本身
而在于其潜在、间接的物质利益。”
本案一审承办法官任正辉认为，档案
的存在及其所记载的内容对公民的生
活具有重大的影响，任何公民、法人
都有保护档案的义务。

对于被告以原告的主张超过 20
年的最长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的问
题，任正辉向记者介绍说，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
七条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
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
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
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
间。本案中，张媛基于人事档案丢失
主张赔偿损失应适用诉讼时效之规
定。原徐州某局下属单位劳动人事科
于1997年5月出具的书面材料可以确
认1997年5月张媛并不知晓人事档案

已经丢失。结合张媛权利被侵害的事
实一直处于持续状态及其曾分别于
2013年5月、2013年8月诉至法院主
张相关权利等情况，可以确认张媛基
于人事档案丢失主张权利并未超出最
长诉讼时效。

关于被告上海某局是否为适格当
事人的问题，任正辉解释，首先，被
告单位劳动人事科系管理劳动人事关
系的内部职能部门，档案接收应属于
其职责范围，其向徐州市手表厂劳资
科出具的说明,可以确认该单位确实
接收了张媛的人事档案，因其管理不
善导致人事档案丢失,所产生的法律
后果亦应由其承担。该企业于 2005
年并入济南某局而后其管辖区段内的
单位企业于 2008 年划交上海某局管
理，故该企业的权利义务最终继受主
体应为上海某局，张媛因档案丢失产
生的法律后果也最终应由上海某局承
担。上海某局系本案的适格被告，并
无不当。

■法官说法■
本报讯 在金钱的诱惑下，软件

工程师周某利用自己掌握的计算机技
术伪造他人银行卡，在ATM机上疯狂
盗取他人存款。日前，重庆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二审宣判，维
持一审以信用卡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周
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5万元的判
决。

2010 年，家住江苏省南京市的周
某作为软件工程师进入某信息技术公
司系统集成事业部工作。不久，周某
被外派到重庆某银行，对该行的跨行
交易信息进行维护。周某在工作中掌

握了银行卡制作技术，并有机会接触
到全国各大银行的储户信息。在大约
一年的时间里，周某积累了大量储户
的账号资料，并将这些资料私下保存
起来。后来，周某从这家信息技术公
司跳槽，回到南京工作。

离开公司一年多以后，周某开始
打起自己掌握的储户资料的歪主意。
虽然并没有这些储户的密码，但周某
知道有些储户图省事，密码设置得特
别简单，可以被计算机程序“试”出
来。经过一番努力，周某成功找出了
一批密码设置为“888888”的粗心储

户。于是，周某购买了两台磁卡读写
机和 1000 多张空白磁卡条，写入这些
密码设置为“888888”的账户信息，
制作成伪造银行卡。在接下来的两个
月里，周某来往于南京周边多地，用
这些伪造银行卡在ATM机上疯狂盗取
他人存款，总金额达30万元。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周某在南京
中华路一家储蓄所的 ATM 机上取款
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公安机关
从其身上查获了磁卡条、口罩、帽子
等作案工具，以及现金 6万元。随后，
公安机关又在周某的出租房里查获了

笔记本电脑、磁卡读写机、面具等
作案工具和 11 万元现金。周某对自
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重庆市长寿区检察院以周某犯
信用卡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长
寿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周某有期徒
刑五年，并处罚金 5 万元。周某不
服，向重庆一中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伪造的信用
卡实施诈骗活动，数额巨大，涉及
储户众多，其行为侵犯了金融管理
制度及公民的合法财产所有权，依
法应以信用卡诈骗罪予以处罚。周
某到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积
极退出全部赃款，依法具有从轻情
节。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
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重庆市
一中院于日前作出二审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杨青烨）

子女监护权可随意变更吗？法官说不！
黄义涛 李 露

南京一工程师伪造银行卡盗人钱财
因信用卡诈骗罪获刑五年

北京市巨大的汽车保有量使二手
车交易十分活跃。而就在二手车活跃
交易的背后，还有一种被认为是稀缺
资源的东西也在暗地里被交易着，这
就是北京市小客车指标。

按照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政
策，小客车指标只能由指标所有者本
人使用，所以小客车指标并不是能够
交易的商品或者权利，而是与指标获
得者人身紧密相连的一种特殊资格。
但实际情况却是小客车指标成为热门
交易对象，“买卖”京牌车辆指标的
交易已然出现。

京牌指标交易已形成灰色
产业链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在
执行中发现，法院查封一些被执行
人名下的汽车后，却有案外人向法
院提出异议，主张车辆并非被执行
人所有。经调查，法官发现，这些
案外人几乎都是从被执行人处购买
京牌指标的买标者。根据买标者提
出的异议主张，目前京牌指标交易
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车、牌一起
购买，即买标者将卖标者的汽车和
车牌一起买下，直接使用原车；二
是单买指标，即买标者只购买卖标
者名下的配置指标或更新指标，由

买标者购买新车，以卖标者名义办理
机动车登记。除此之外，也还有出租
等其他交易形式，但无论是哪种形
式，指标交易的核心内容是，虽然交
易所涉车辆仍然登记在卖标者名下，
但已有价转由买标者使用。卖标者一
般都会把自己的身份证交给买标者，
供买标者在办理验车、保险、车辆维
修保养等手续时使用。

卖标者、买标者、中间人往往会
签订一份协议，对指标交易进行约
定，而有的协议中会非常明确地将这
种交易称为“背户”、“背车”。背车这
种情况在北京早已有之，但与之前的
背车不同，由于小客车数量调控政
策，想做背户的人自己可能也只有一
个指标，而想要购车的人却非常多，
一少一多之间，指标成为热门的交易
对象，背车价格水涨船高，从过去出
借一下身份证做个登记的几十元，已
上涨到了目前的 4 万元至 6 万元不等。
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二手
车商、甚至是部分 4S 店工作人员专门
做起了指标买卖的中介生意，收集卖
标者信息，介绍给买标者，从中牟
利。这样一来，想出卖自己指标的卖
标者、部分二手车商和汽车 4S 店工作
人员、想直接购买指标的买标者，从
卖方到中介再到买方，已经形成了一
条京牌指标交易的灰色产业链。

买卖双方面临四大风险，京
牌指标交易并不足取

一方出售指标获利，另一方购买指标
用车，双方还签有书面协议，表面上看，京
牌指标交易让买卖双方各取所需，是解决
供需问题的良方，甚至是万全之策，但事
实并非如此。虽然在协议上买卖双方基
本上都会写明，指标以固定价格一次性出
售，不得反悔，出现问题与买标者无关，买
标者用车造成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等内
容，但实际上这样的约定并不能避免风险
的出现，从法律角度而言，指标交易买卖
双方主要面临四种风险：

第一，卖标者身份证由买标者使用
的风险。身份证是个人身份的证明，很
多交易行为凭身份证就能办理，因此身
份证一般只能由本人保管和使用。卖标
者将自己的身份证交给买标者使用显然
违反身份证法律制度。如果买标者肆意
使用 （例如乱开信用卡并透支），甚至
进行犯罪活动 （例如进行电信诈骗），
那卖标者极有可能遭受损失，甚至可能
承担一定法律责任。

第二，登记在卖标者名下车辆由买标
者使用的风险。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汽车
却由别人使用，卖标者无法对汽车进行有
效的控制。卖标者可能在车祸赔偿、车辆
保险、违章罚款、个人信用记录等方面面

临着因为买标者的过错甚至违法行
为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第三，汽车登记在卖标者名下
的风险。机动车登记在一定程度上
有对外公示机动车所有权的作用。
有的买标者尽管是自己出资购买了
汽车，但汽车登记在卖标者名下就
会被他人认为汽车是属于卖标者所
有。正因如此，法院会根据登记情
况查封登记在卖标者名下的汽车，
即便买标者就此提出执行异议，法
院也无法支持，这对买标者是最大
的风险。

第四，买卖双方发生纠纷的风
险。虽然卖标者与买标者之间签有
协议，但并不能杜绝彼此之间纠纷
的发生。最典型的便是卖标者反
悔，要求买标者加价，额外再支付
买标费用。而买标者也可能因为用
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要求卖标
者退还买标费用。双方都面临签订
协议时无法预知的法律风险。

目前，卖标者、买标者、中介之
间因为指标买卖出现的纠纷不断出
现，法院查封卖标者名下车辆只是
其中之一。从面临的法律风险和现
实出现的纠纷来看，车牌指标交易
实际并非万全之策，反而可能给交
易双方都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而
且，指标交易明显违反小客车数量
调控政策，卖标者应该受到处罚。
而对参与摇号的其他人来说，这样
捷足先登的交易也破坏了摇号制度
的公平，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尽
管指标交易满足了交易双方各自的
需求，但是从法律风险防范、避免法
律纠纷、维护摇号公平的角度来
说，这样的交易并不可取。

车牌指标交易纠纷不断 法官提示风险大
杨海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