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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

利用诉讼程序将非法利益合法化？
富阳法院建立并定期更新职业放贷人名录，协同多部门强化治理

数十职业放贷人上了“名录”

深夜两辆奔驰车相撞
丈夫逃逸妻子来顶包

夫妻情深是好事
但法律不是儿戏

记者 何芳芳 通讯员 富法

近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省人民检
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税务局及省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局等 5 部门，印发《关于依法严厉
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 强化民间借
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的通知，其中重要的
车头被撞毁

一点提到要建立“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从严
规制职业放贷人的诉讼行为。
早在今年 8 月份，富阳法院就建立了首批
涉嫌“职业放贷人”名录，涉及职业诉讼“常客”
19 人，其中自然人 16 人，公司 3 家，涉各类借贷
案件 651 件，标的额累计 1.36 余亿元。名录同
时抄送至区扫黑办、区委政法委、杭州市公安
局富阳分局、区市场监管局及中国人民银行富
阳支行等有关部门，
作为重点关注对象。
漫画 王怀申

“职业放贷人”利用诉
讼程序将非法利益合法化
为 何 要 重 点 关 注“ 职 业 放 贷
人”？富阳法院法官介绍说，民间借
贷领域存在着“套路贷”、高利转贷、
暴力索债等违法犯罪问题，这些问题
基本和职业放贷人相关。
所谓“职业放贷人”指的是从事
高息放贷，即民间俗称的“放高利贷”
的个人，或是资金实力强但挂着投资
担保公司的名头，向个人或企业从事
民间放贷的个人。
执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涉
及职业放贷人的案件，往往存在以下
明显特点：有的格式合同出借人空

缺，提供的均为格式化借条或者借款
协议；有些放贷人以他人名义放贷，
赚取其中的利息差额；有些案件存在
隐性高利贷现象，出借人不在借条或
借款协议中列明利息计算方式，而采
取先将利息扣除的办法，获取高额利
息；有的借贷双方恶意串通，出借人
明知借款人不具有偿还能力，仍要求
借款人提供具有偿还能力的第三人
提供担保，并与借款人恶意串通，通
过起诉担保人的方式，使得担保人利
益受损等等。
法官说，高利贷、非法吸收或变
相吸收他人资金、套取金融机构资金
转贷、暴力收贷、虚假诉讼、假证伪证
……职业放贷人的这些行为不仅冲

击正常金融市场，有损借贷人的合法
利益，而且严重影响了司法公信力。
为避免职业放贷人利用诉讼程序将
非法利益合法化，有效应对此类案
件，规范金融秩序和诉讼程序，必然
要从严规制职业放贷人的诉讼行为。

富阳法院探索规范“职
业放贷人”行为
近些年，随着国家防范金融风
险、打击金融违法犯罪活动的开展，
司法领域对于职业放贷行为，不断提
高警惕和严把司法标准，加大不予支
持和违法移送力度。
富阳法院对此积极探索，建立了

一套规范职业放贷人行为的制度。
从严把握事实认定。在审理民
间借贷纠纷案件过程中，对涉嫌职业
放贷情形严格谨慎审查，人民法院认
为有必要的，将要求当事人本人到
庭，
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
严厉打击不法行为。对职业放
贷人存在冒充他人提起诉讼、篡改伪
造证据、虚假陈述、指使证人作伪证
等妨碍民事诉讼行为的，根据情节轻
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违法犯罪的
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积极协同，深化打击。建立并定
期更新职业放贷人名录，将名录一并
抄送同级政法委、公安、人民银行等
相关部门重点关注。

新闻链接
哪几类人会被纳入
“职业放贷人”名录？
1. 以连续三年收结案数为标准，
同一或关联原告在同一基层法院民
事诉讼中涉及 20 件以上民间借贷案
件（含诉前调解，以下各项同），或者
在同一中级法院及辖区各基层法院
民事诉讼中涉及 30 件以上民间借贷
案件的；
2. 在同一年度内，同一或关联原
告在同一基层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
10 件以上民间借贷案件，或者在同一

中级法院及辖区各基层法院民事诉
讼 中 涉 及 15 件 以 上 民 间 借 贷 案 件
的；
3. 在同一年度内，同一或关联原
告在同一中级法院及辖区各基层法
院涉及民间借贷案件 5 件以上且累
计金额达 100 万元以上，或者涉及民
间借贷案件 3 件以上且累计金额达
1000 万元以上的；
4. 符合下列条件两项以上，案件

数达到第 1、2 项规定一半以上的，也
可认定为职业放贷人：
（1）借条为统一格式的；
（2）被告
抗辩原告并非实际出借人或者原告
要求将本金、利息支付给第三人的；
（3）借款本金诉称以现金方式交付又
无其他证据佐证的；
（4）交付本金时
预扣借款利息或者被告实际支付的
利息明显高于约定的利息的；
（5）原
告本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或

到庭应诉时对案件事实进行虚假陈
述的。
自职业放贷人名录公布之日起
连续三个年度内，该名录上人员涉及
民间借贷纠纷的案件量少于前款第
1、2、4 项认定职业放贷人标准案件量
二分之一的，可以将其从职业放贷人
名录上撤出。

如何防范被
“套路”
？
1.不要随意书写借条
借条出具时应明确载明出借人、
借款金额、借款期限等要素。借款人
与上述文字之间切勿有太多空间，空
白部分应当划去。
2.借款合同妥善保管

借款人借款时应索取借款合同
一份并妥善保管并拍照、复印留存，
防止一方事后私自添加的情况出现。
3.还款后应索要收条或取回借
条
借款人返还部分款项时，应向债

权人索取收条，借款全部返还后，应
及时取回借条，防止因无法提供还款
的相关证据又被重复催收。
4.如出借人指示向其他人还款，
应保留相关证据
如出借人指示将款项还至第三

人处，应当妥善保管出借人指示的相
关信息，防止案件涉诉后，因举证困
难而承担不利后果。

本报讯（见习记者 倪慈丹 通讯员 汪维成 章国
林）11 月 29 日晚上 10 点 40 分左右，交警事故中队接
到报警称在银湖街道九龙大道和富闲路交叉路口，
发生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民警赶到现场,只见一
辆白色奔驰车和一辆黑色奔驰车停在马路上，白色
车辆起火，车头基本已经被烧毁，黑色车辆车头也
被撞变形。两方车主都不在现场。
没过多久，一名女子匆匆赶来，称黑色车辆是
她驾驶的。民警将其带回了警局。女子姓王，安徽
人，30 多岁，在富阳工作。她说当天自己开车从转
塘到富阳，车辆是从北向西行驶的。民警调取的事
故监控视频显示，车辆行驶方向与女子所说相反，
车辆是在九龙大道从西向北行驶的。面对民警掌
握的证据，
王某选择了沉默。
第二天，王某的丈夫蒋某主动投案。他称黑色
车辆当时是他开的，因为害怕承担责任，发生车祸
后逃跑了，在小区里跟妻子匆匆打了个照面就回了
家。至于妻子到达现场后替他顶包，蒋某表示并不
知情。王某在录口供时，同样表示顶包并非双方事
先商量好的。民警判定情况基本可信。
民警怀疑蒋某酒驾逃逸，做了酒精测试，结果
显示其未达到酒驾标准。之后，民警又将白色车辆
车主带回警局做了酒精测试，录了口供。经鉴定，
蒋某因闯红灯加肇事逃逸，承担全部责任。妻子因
提供虚假证言被处以行政拘留 5 日，
罚款 200 元。

开火煮筷子消毒
自己出门去办事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李燕青）前两天，
金秋社区防区民警进行出租房消防检查时发现，一
住户家里冒烟，进去才发现，这家主人竟然煮筷子消
毒的同时出了门……
缪阿姨刚租进乌鸦塘某出租房，讲卫生的她把
墙面地面卫生打扫干净后，想着没电视看可不行，就
琢磨着去就把网络的问题解决掉。缪阿姨将筷子放
进倒满水的锅里，
开火煮，
然后出门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进行基础工作的城西派出所
所警力来乌鸦塘检查出租房消防，闻到了一股烧焦
的气味，
“ 喏，那里在冒烟。”其中一个警员指着 101
室。一行人跑来，连续敲门，里面却没人，他们通过
警务通查找该出租房户主的联系方式，再通知防区
其他民警，同时联动金桥经济股份合作社微型消防
站。
刚好房东就在附近，开门后，房间里一片烟雾，
在开窗关火之后，发现铁锅烧得通红，筷子焦了大
半，
油烟机烧了一半。
其他民警与微型消防站工作人员赶来时，现场
协警已将火扑灭，缪阿姨接到电话也匆匆赶来，面对
又是咳嗽又是“流泪”
的警员，
表示万分感谢。
民警对缪阿姨进行了教育，同时对现场居民进
行了消防安全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