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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于2018年6月4日立案受理公益诉讼人安徽省阜阳市人民检察院
与被告张玉敏侵害消费者权益公益诉讼一案。诉讼过程中，当事人达成调解
协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二百八十九条规定，现予以公告。公告期间为本公告刊登之日起30日内。协议
内容：一、张玉敏承担3000元的损失赔偿及销售额14480.6元的三倍赔偿，
共计47641.8元；张玉敏于收到调解书之后10日内缴纳2万元，剩余27641.8
元于2019年10月1日前履行完毕。逾期未履行，由本院按照公益诉讼人的诉
讼请求移送执行。二、张玉敏于收到调解书后1个月内在国家级媒体上赔礼道
歉。联系人：黄发全，民一庭，法官助理；联系电话:0558-2198611；联系地址：
安徽省阜阳市一道河中路。 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被告人诸葛士国非法占用农用地的行为，违反
了森林管理的法律法规，损害了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法律
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现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发
出公告，请拟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在本公告发出30日内将
有关情况书面反馈本院。邮寄地址：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检察院(光明南街1516
号)，联系电话：0436-6295067。 吉林省洮南市人民检察院

本院于 2018年 7月 20日立案受理公诉机关（公益诉讼人）
射阳县人民检察院与被告人史少兵销售假药罪暨附带民事侵害
消费者权益诉讼一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依法可以
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或者社会组织，可以在一审开庭前向人民
法院申请参加诉讼。准许参加诉讼的，列为共同原告；本公告期
为30日内。逾期申请的，不予准许。 [江苏]射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文廷云、文廷忠销售假药行为可能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符合
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有关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
察院可以支持起诉。请对此案拟提起诉讼的社会组织在本公告发出30
日内将提起诉讼的意愿书面反馈本院。邮寄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松石北
路162号；联系电话：67546987。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

李彦龙：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王征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中

本院将依法委托有关机构对吉林省农安县合龙镇兴邦第一城1栋5单元
603室，建筑面积：71.28平方米房屋房地产价值进行评估。现向你送达选择
鉴定机构通知书，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
满后第3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215室选择鉴定机构，逾期视
为放弃相关权利，同时告知你在选择鉴定机构之后7日内来本院确定现场
勘查事宜，如有异议在之后7日内向本院提出，逾期视为放弃权利，本院将
组织现场勘查，届时鉴定机构将做出鉴定初稿，你应在初稿做出后7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对初稿有异议，在领取之日起5日内以书面
形式提出，否则视为对初稿认可，届时鉴定机构将做出正式报告，正式报告
出具后7日内即视为送达，并将正式报告及鉴定结案通知书一并移交给执
行部门办案人。执行部门依据评估报告的价格，依法作出对上述标的物司
法拍卖的裁定，并在淘宝网进行发布拍卖公告以及拍卖5日前通知相关权
利人等拍卖事宜，依法对评估物拍卖处理。此标的物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应
在公告期内到本院主张权利，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在拍卖过程中，依据
相关法律规定对标的物有相应幅度的降价。具体情况详见人民法院报及淘
宝网司法拍卖平台版面及页面。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王震宇：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史俊会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在执
行中本院将依法委托有关机构对王震宇名下长春市南关区信达东湾半
岛B组团19幢2单元304号，丘地号：1-1/142-10（304），权利证号
201501190086号，建筑面积178.11平方米房屋房地产价值进行评估。
现向你送达选择鉴定机构通知书，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215
室选择鉴定机构，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同时告知你在选择鉴定机构
之后7日内来本院确定现场勘查事宜，如有异议在之后7日内向本院提
出，逾期视为放弃权利，本院将组织现场勘查，届时鉴定机构将做出鉴定
初稿，你应在初稿做出后7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对初稿有
异议，在领取之日起5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否则视为对初稿认可，届时
鉴定机构将做出正式报告，正式报告出具后7日内即视为送达，并将正
式报告及鉴定结案通知书一并移交给执行部门办案人。执行部门依据评
估报告的价格，依法作出对上述标的物司法拍卖的裁定，并在淘宝网进
行发布拍卖公告以及拍卖5日前通知相关权利人等拍卖事宜，依法对评
估物拍卖处理。此标的物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应在公告期内到本院主张权
利，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在拍卖过程中，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标的物
有相应幅度的降价。具体情况详见人民法院报及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版
面及页面。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姜宽：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王兴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执行中
本院将依法委托有关机构对被执行人姜宽所有的坐落于南关区芳草街与

金宇大路交回中海凤凰熙岸17幢1单元1101号房，建筑面积：89.43平方
米，丘地号：7-6/461-2（1101），权利证号：Y201505070066号房地产价
值（含装修）进行评估。现向你送达选择鉴定机构通知书，自本公告登报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
午9时在本院215室选择鉴定机构，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同时告知你在
选择鉴定机构之后7日内来本院确定现场勘查事宜，如有异议在之后7日
内向本院提出，逾期视为放弃权利，本院将组织现场勘查，届时鉴定机构将
做出鉴定初稿，你应在初稿做出后7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对
初稿有异议，在领取之日起5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否则视为对初稿认可，
届时鉴定机构将做出正式报告，正式报告出具后7日内即视为送达，并将
正式报告及鉴定结案通知书一并移交给执行部门办案人。执行部门依据评
估报告的价格，依法作出对上述标的物司法拍卖的裁定，并在淘宝网进行
发布拍卖公告以及拍卖5日前通知相关权利人等拍卖事宜，依法对评估物
拍卖处理。此标的物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应在公告期内到本院主张权利，逾
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在拍卖过程中，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标的物有相应
幅度的降价。具体情况详见人民法院报及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版面及页
面。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姜兴杰：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
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中本院将依法委托有关机构对被执行
人姜兴杰所有的坐落于南关区吉顺街东8栋，建筑面积：113.10平方米，
丘地号：3-43/4-27（103），权利证号：2060059483号房屋房地产价值进
行评估。现向你送达选择鉴定机构通知书，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
本院215室选择鉴定机构，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同时告知你在选择
鉴定机构之后7日内来本院确定现场勘查事宜，如有异议在之后7日内
向本院提出，逾期视为放弃权利，本院将组织现场勘查，届时鉴定机构将
做出鉴定初稿，你应在初稿做出后7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对初稿有异议，在领取之日起5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否则视为对初稿
认可，届时鉴定机构将做出正式报告，正式报告出具后7日内即视为送
达，并将正式报告及鉴定结案通知书一并移交给执行部门办案人。执行

部门依据评估报告的价格，依法作出对上述标的物司法拍卖的裁定，并
在淘宝网进行发布拍卖公告以及拍卖5日前通知相关权利人等拍卖事
宜，依法对评估物拍卖处理。此标的物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应在公告期内
到本院主张权利，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在拍卖过程中，依据相关法律
规定对标的物有相应幅度的降价。具体情况详见人民法院报及淘宝网司
法拍卖平台版面及页面。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王洋洋：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
铁道北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中本院将依法委托有关机
构对被执行人王洋洋所有的位于南关区亚泰大街1138号，产权证号：
201511200343号，建筑面积：115.96平方米，丘地号：1-8/29-2（619）
号房屋房地产价值（含装修）进行评估。现向你送达选择鉴定机构通知
书，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215室选择鉴定机构，逾期视为
放弃相关权利，同时告知你在选择鉴定机构之后7日内来本院确定现
场勘查事宜，如有异议在之后7日内向本院提出，逾期视为放弃权利，
本院将组织现场勘查，届时鉴定机构将做出鉴定初稿，你应在初稿做
出后7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对初稿有异议，在领取之日
起5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否则视为对初稿认可，届时鉴定机构将做
出正式报告，正式报告出具后7日内即视为送达，并将正式报告及鉴
定结案通知书一并移交给执行部门办案人。执行部门依据评估报告的
价格，依法作出对上述标的物司法拍卖的裁定，并在淘宝网进行发布
拍卖公告以及拍卖5日前通知相关权利人等拍卖事宜，依法对评估物
拍卖处理。此标的物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应在公告期内到本院主张权
利，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在拍卖过程中，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标的
物有相应幅度的降价。具体情况详见人民法院报及淘宝网司法拍卖平
台版面及页面。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刘新桥：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王和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在执行中本院将依法委托有关机构对被执行人刘新桥名下
购买长春万达房地产开发集团绿园区有限公司开发坐落于绿园区
南阳路以南南阳路建设住宅及万达办公楼项目住宅1.住宅2幢3单
元307号房，丘地号：4-100-158-1-23，合同编号691751，建筑面
积78.45平方米房地产价值进行评估。现向你送达选择鉴定机构通
知书，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
后第3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215室选择鉴定机构，逾
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同时告知你在选择鉴定机构之后7日内来本
院确定现场勘查事宜，如有异议在之后7日内向本院提出，逾期视
为放弃权利，本院将组织现场勘查，届时鉴定机构将做出鉴定初稿，

你应在初稿做出后7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对初稿有异
议，在领取之日起5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否则视为对初稿认可，届时
鉴定机构将做出正式报告，正式报告出具后7日内即视为送达，并将正
式报告及鉴定结案通知书一并移交给执行部门办案人。执行部门依据
评估报告的价格，依法作出对上述标的物司法拍卖的裁定，并在淘宝网
进行发布拍卖公告以及拍卖5日前通知相关权利人等拍卖事宜，依法
对评估物拍卖处理。此标的物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应在公告期内到本院
主张权利，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在拍卖过程中，依据相关法律规定
对标的物有相应幅度的降价。具体情况详见人民法院报及淘宝网司法
拍卖平台版面及页面。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李艳辉：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长春市新悦经贸有限责任公
司农安分公司与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
（2018）吉 0183 执恢 94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拍卖你实际所有的蒙
G18477号重型自卸货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吉林]德惠市人民法院

李显峰：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杜国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已作出（2018）吉0183执恢698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拍卖你所有
的林权证为德政林证字（2012）第1238125号的坐落在德惠市同太乡
双山子村八社西至高速面积14.6亩林地种植的1450株杨树和双山
子村九社前南梁面积8.8亩林地种植的1100株杨树及上述，共计面
积23.4亩林地的使用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执行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吉林]德惠市人民法院

李亚军、马长海：本院恢复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曲涛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吉0183执恢710号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限制消费令。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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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德惠市人民法院

张伟、吴庆焕：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山
石化支行诉张伟、吴庆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中，申请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山石化支行申请评估、拍卖被
执行人张伟、吴庆焕名下位于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龙宇路 999弄
28号1702室房屋。本院依法出具执行裁定书并委托上海大雄房地
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房屋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人民币1600000
元。现本院依法向你们送达执行裁定书、评估报告及财产评估结果
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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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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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法惩治虚假诉讼犯罪活动，
2018 年 1 月 25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第1732次会议、2018年6月13日最
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分别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解释》），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负责人就《解释》涉
及的主要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请介绍《解释》的出台背景和起
草经过？

答：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法律意识
和法治观念的不断增强，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之间发生民事纠纷后，选择向人
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通过法律途径保
护权利、定分止争，成为解决民事纠纷、
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途径。为保护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行使诉权，人民
法院自2015年5月起全面实行立案登记
制改革。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各
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数量大幅
增长。与此同时，部分个人和单位出于
种种目的，故意捏造事实向人民法院提
起虚假民事诉讼，意图骗取人民法院生
效裁判文书，牟取不正当利益。此类行
为不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同时也
扰乱了正常的诉讼秩序，损害了司法权
威。在极少数民商事案件中，司法工作
人员和当事人恶意串通，共同实施虚假
诉讼违法犯罪行为，以达到帮助他人逃
避合法债务、非法确认驰名商标、规避商
品房或机动车限购政策等不正当目的，
造成了恶劣影响。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大对虚假诉讼的
惩治力度。实践中，虚假诉讼违法犯罪
行为方式复杂多样，需要运用民事、刑事
等多种手段进行综合惩治。2012 年修
订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和第一
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
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
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
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被执行人与
他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
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

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上述条款针对虚假诉讼犯罪行为的定罪
处罚设置了指引性规定，但是，当时的刑
法条文中尚无相应的虚假诉讼罪名。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
（九）增设了虚假诉讼罪，刑法第三百零
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
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
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第二款至第四款还对
单位犯罪、数罪竞合的处理和司法工作
人员犯该罪的处罚原则等作出了规定。
但是，由于缺乏明确具体的认定标准，司
法机关运用刑罚武器惩罚虚假诉讼犯罪
人仍然存在一定困难，迫切需要出台配
套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经过深入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
结合司法工作实际，制定了本《解释》。

《解释》的出台，对于依法惩治虚假诉讼
犯罪活动，维护司法秩序，保护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

问：《解释》起草过程中有哪些基本
原则和总体考虑？

答：《解释》起草过程中，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的原则和考虑：

第一，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根
据刑法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
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
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解释》
属于对刑法条文含义和适用标准的具体
阐释，不能超出刑法的规定范围，对虚假
诉讼犯罪行为的界定和确定的定罪量刑
标准等内容，必须以刑法的规定为依
据。另外，实践中虚假诉讼违法犯罪行
为呈现多发态势，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
讼中均有发生。但是，根据刑法规定，虚
假诉讼犯罪行为表现为“以捏造的事实
提起民事诉讼”，即虚假诉讼罪仅适用于

民事诉讼领域。对于实践中出现的以捏
造的事实提起行政诉讼的行为，不能以
虚假诉讼罪定罪处刑。

第二、依法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诉
权。诉权是人民群众享有的在其权益受
到侵犯或者与他人发生争执时，依法提
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给予诉讼救济的
权利，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一项基本权
利。依法惩治虚假诉讼犯罪行为，不能
侵害人民群众依法享有的诉权，否则就
偏离了刑事立法的初衷。为依法保护人
民群众的合法诉权，《解释》起草过程中
着重解决了以下三个方面问题：首先，明
确定罪量刑标准，对于什么是虚假诉讼
犯罪行为、什么情况下可以认定为虚假
诉讼罪，给予人民群众以明确的行为预
期和规范指引。其次，明确规制对象，确
定适当的处罚范围，将刑法规定的虚假
诉讼罪限定为“无中生有型”捏造事实行
为。再次，注意与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的衔接，将定罪标准确定为立案后人民
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开庭审理或者作出
裁判文书等程序节点，确保对大部分虚
假诉讼违法行为通过罚款、司法拘留等
民事诉讼强制措施予以处罚，只有达到
定罪标准的才判处刑罚，形成民事处罚
和刑事惩罚手段的层次递进关系，防止
刑事打击面过广。

第三，立足司法实际，突出打击重
点。《解释》从司法实际出发，立足于重点
打击严重危害诉讼秩序、侵害他人合法
权益的虚假诉讼犯罪行为，对实践中常
见多发、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六种典型
的虚假诉讼犯罪行为作出了列举式规
定，并设置了兜底性条款。另外，针对实
践中争议较大的民事执行程序是否属于
虚假诉讼罪中的“民事诉讼”，《解释》也
作出了明确规定。

第四，坚持宽严相济原则。宽严相
济刑事政策不仅是立法政策，也是司法
政策，要求区别对待不同犯罪，做到该宽

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
2016年11月“两高三部”《关于在部分地
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
工作的办法》对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
认罪认罚从宽作出了明确规定。《解释》
明确，对于实施了虚假诉讼犯罪行为但
未达到情节严重标准的犯罪人，如果系
初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自愿具结悔过，
接受人民法院处理决定，积极退赃、退赔
的，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
者免予刑事处罚；确有必要判处刑罚的，
可以从宽处罚。另一方面，考虑到司法
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串通实施虚假
诉讼犯罪行为的严重危害性，《解释》同
时规定，对其中的司法工作人员，不适用
上述认罪认罚从宽的规定。

问：《解释》对刑法规定的虚假诉讼
犯罪行为是如何界定的？

答：如何界定刑法规定的虚假诉讼
犯罪行为，即如何理解刑法规定的虚假
诉讼罪的罪状“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
诉讼”，是《解释》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
一。《解释》明确，单方或者与他人恶意串
通，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捏
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
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属于刑法规定的
虚假诉讼犯罪行为。对此，实践中需要
注意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虚假诉讼犯罪仅限于“无中生
有型”行为，即凭空捏造根本不存在的民
事法律关系和因该民事法律关系产生民
事纠纷的情形。如果存在真实的民事法
律关系，行为人采取伪造证据等手段篡
改案件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的，不能认定为虚假诉讼罪，构成犯罪
的，可以以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
民团体印章罪或者妨害作证罪等罪名追
究其刑事责任。捏造事实既可以是积极
行为，也可以是特定形式的消极行为。
行为人隐瞒他人已经全部清偿债务的事
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方

履行债务的，也可以构成虚假诉讼罪。
第二，虚假诉讼犯罪行为的具体

实施方式可以表现为“单方欺诈型”和
“恶意串通型”。刑法中的虚假诉讼犯
罪行为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
条、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虚假诉讼
行为并不完全等同，除了当事人双方
恶意串通之外，一方当事人以捏造的
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意图使对方当事
人败诉，以达到非法占有对方财产等
目的的，也可以构成虚假诉讼罪。

第三，民事执行程序属于虚假诉讼
罪中的“民事诉讼”。以捏造的事实申
请人民法院进行民事执行，同样可能妨
害司法秩序和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需要采取刑事手段予以规制。实践中
存在的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基于捏造
的事实作出的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
书，或者在民事执行过程中以捏造的事
实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申请参与执行
财产分配，均可以构成虚假诉讼罪。

第四，为了突出打击重点，方便司
法实践中正确适用和准确把握虚假诉
讼罪，《解释》对实践中常见多发的夫
妻债务认定、以物抵债、公司债务、知
识产权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企业破产、
民事执行等类型案件中捏造民事法律
关系的行为作了列举式规定，并在兜
底条款中对捏造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
应当如何界定作了进一步明确。这种
规定方式属于不完全列举。从理论上
讲，虚假诉讼犯罪行为可能存在于几
乎所有类型的民商事案件中。实践
中，需要根据刑法和《解释》的规定予
以正确理解，准确适用。

问：《解释》对虚假诉讼罪的定罪
量刑标准是如何规定的？

答：根据刑法规定，妨害司法秩序
和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均属于虚假
诉讼罪的成立条件，具备其一即可构
成犯罪。但是，实践中，妨害司法秩序

和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难以截然
分开，需要统筹考虑、综合把握。《解
释》在总结司法工作经验的基础上，
明确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致使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或者
开庭审理、干扰正常司法活动，或者
作出裁判文书、制作财产分配方案、
立案执行仲裁裁决和公证债权文书
的，应当以虚假诉讼罪定罪处罚。
另外，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确定
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和决定执行的刑
罚，既要考虑行为的客观危害性，又
要考察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

《解释》明确，虽然不具备上述情形，
但行为人具有虚假诉讼违法犯罪前
科，或者多次实施虚假诉讼行为的，
也应认定为虚假诉讼罪。明确上述
定罪标准，有利于合理确定刑法的
规制范围，并与民事诉讼法的相关
规定保持协调衔接。

根据刑法规定，虚假诉讼罪适用
第 二 档 法 定 刑 的 条 件 为“ 情 节 严
重”。从逻辑关系上讲，此处的“情节
严重”，应当同时包括妨害司法秩序
情节严重和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情节严重两种情形。《解释》充分考虑
上述两种情况，明确规定了适用第二
档法定刑的六种具体情形。考虑到
实践中的情况千差万别，难以作出穷
尽规定，《解释》还对定罪量刑标准设
置了兜底性条款。

问：如何确定虚假诉讼刑事案件
的地域管辖？

答：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
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
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
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
人民法院管辖。其中，犯罪地包括犯
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
实践中，在多个人民法院对虚假诉讼
刑事案件都有管辖权的情况下，有可
能出现争夺或者推诿管辖权的现象，
还有可能出现虚假民事诉讼案件与
刑事案件的审判法院不一致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由于相关案件材料集中
在虚假民事诉讼的审判法院，刑事案
件的侦办机关需要异地调查取证和
固定案件证据，办案成本和处理难度
将大大增加。 ⇨⇨下转第四版

为依法惩治虚假诉讼犯罪活动,维
护司法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现就
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
解释如下：

第一条 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
等手段，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捏造民事法
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
民事诉讼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
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
提起民事诉讼”：

（一）与夫妻一方恶意串通，捏造夫
妻共同债务的；

（二）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债
务关系和以物抵债协议的；

（三）与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
事、监事、经理或者其他管理人员恶意串
通，捏造公司、企业债务或者担保义务
的；

（四）捏造知识产权侵权关系或者不
正当竞争关系的；

（五）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申报捏
造的债权的；

（六）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捏造债
权或者对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优先
权、担保物权的；

（七）单方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捏
造身份、合同、侵权、继承等民事法律关
系的其他行为。

隐瞒债务已经全部清偿的事实，向
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人履行
债务的，以“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
讼”论。

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基于捏造的事
实作出的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或者

在民事执行过程中以捏造的事实对执行
标的提出异议、申请参与执行财产分配
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
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第二条 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
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
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妨害
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一）致使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
采取财产保全或者行为保全措施的；

（二）致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干扰
正常司法活动的；

（三）致使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
作出裁判文书、制作财产分配方案，或者
立案执行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的仲裁裁
决、公证债权文书的；

（四）多次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
讼的；

（五）曾因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
讼被采取民事诉讼强制措施或者受过刑
事追究的；

（六）其他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
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

第三条 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
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
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情节
严重”：

（一）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项情形，
造成他人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二项至第四
项情形之一，严重干扰正常司法活动或

者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的；
（三）致使义务人自动履行生效裁判

文书确定的财产给付义务或者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财产权益，数额达到一百万元
以上的；

（四）致使他人债权无法实现，数额
达到一百万元以上的；

（五）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数额达到

十万元以上的；
（六）致使他人因为不执行人民法

院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的判决、裁定，
被采取刑事拘留、逮捕措施或者受到
刑事追究的；

（七）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四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

之一第一款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
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又构成诈骗罪，职
务侵占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贪
污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
定罪从重处罚。

第五条 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
权，与他人共同实施刑法第三百零七
条之一前三款行为的，从重处罚；同时
构成滥用职权罪，民事枉法裁判罪，执
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等犯罪的，依
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第六条 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
人等诉讼参与人与他人通谋，代理提
起虚假民事诉讼、故意作虚假证言或
者出具虚假鉴定意见，共同实施刑法
第三百零七条之一前三款行为的，依

照共同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同时构
成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
从重处罚。

第七条 采取伪造证据等手段篡
改案件事实，骗取人民法院裁判文书，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
第三百零七条等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条 单位实施刑法第三百零
七条之一第一款行为的，依照本解释
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
处罚，并对单位判处罚金。

第九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
之一第一款行为，未达到情节严重的
标准，行为人系初犯，在民事诉讼过程
中自愿具结悔过，接受人民法院处理
决定，积极退赃、退赔的，可以认定为
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
处罚；确有必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从宽
处罚。

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
共同实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
款行为的，对司法工作人员不适用本
条第一款规定。

第十条 虚假诉讼刑事案件由虚
假民事诉讼案件的受理法院所在地或
者执行法院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有
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四款情形
的，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
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

第十一条 本解释所称裁判文
书，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企
业破产法等民事法律作出的判决、裁
定、调解书、支付令等文书。

第十二条 本解释自 2018 年 10
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8年1月2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32次会
议、2018 年 6 月 13 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
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8年9月2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维护司法公信力 依法惩治虚假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负责人就虚假诉讼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孙 航

（2018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32次会议、2018年6月1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自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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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