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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丢身份证 名下多家公司
两年前，来北京旅游的孙晴（化名）不
慎将身份证丢失，今年她却意外发现自己
的身份信息被冒用，登记成为了一家公司
的法人，这家公司还被列入了经营异常名
录。近日，孙晴特地从江苏来到北京，忙着
在派出所、工商局与司法鉴定机构等部门
中奔走处理，希望把名下的这家公司变更
成原来的法人。有律师表示，身份证丢失
后应向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报丢失
补领，如果居民身份证丢失被他人冒用，
丢失证件者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身份证丢失之后
名下多了家公司
2015 年的 2 月 23 日，孙晴发了一条朋
友圈，
“ 倒霉的一天，为了看升旗钱包飞
了。”在两年后，孙晴想起了这条朋友圈时
觉得，自己的倒霉并不是仅仅丢了身份证
这么简单。
2015 年，为了圆母亲的心愿，孙晴带
着家人来到北京游玩。在天安门广场看升
旗时，孙晴发现自己的钱包被偷，除了钱
之外，自己和家人的几张返程车票以及身
份证也一起被偷。
回到位于江苏张家港的家中之后，孙
晴到当地的公安机关重新办理了身份证。
本以为丢失身份证的风波早已结束，
但最近孙晴的丈夫在企业信息调查工具
中却看到，她的名下竟多了一家公司。
“我
丈夫当时查询其他公司的信息，无意之中
也搜了我的名字，发现名下多了一家在北
京的公司”
。
对此，孙晴表示自己毫不知情，
“在北
京的肯定不是我的，我也找了在北京的朋
友帮忙去查询，发现确实是我的身份证号
码。而变更日期在 2016 年，是在我身份证
被偷之后，所以想了一下觉得是有人冒用
了我丢了的身份证。”
这家公司有一条公司法人变更记录，
记录显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 2016 年 11
月 16 日由戴素珍变成了孙晴。公司原投资
人黄孝光和戴素珍退出，自然人股东变成
罗艳霞和孙晴。

企业列入异常名录
个人信用受到影响

提交了一份举报材料，举报名下这家公司
冒用身份信息办理注册登记。
接下来，孙晴还要等候 20 天左右才能
拿到笔迹鉴定结果，随后再将材料交给工
商所，接着等待几个月的时间，才有可能
将公司法人恢复到变更前的名字。
“ 最担
心的是这段时间这个公司会影响我其他
公司及个人信用，我一个人去取证非常麻
烦，而且现在原来的身份证应该还在他们
手里。
”

变更公司法人信息
不需本人亲自到场？
不需本人亲自到场？
在 孙 晴 提 供 的 材 料 中 ，记 者 看 到 ，
2016 年 10 月 18 日，转让方戴素珍、黄孝
光与受让方“孙晴”、罗艳霞分别“签署”
了一份转让协议，称“转让方同意将公司
中的股权 50 万元转让给受让方，于 2016
年 10 月 18 日正式转让”，协议上有四人的
签名。
在新任职董事、经理、监事的身份证
件复印件资料页上，有两张孙晴和罗艳霞
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身份证号码与孙
晴目前持有的身份证号码相同。
另有一张委托（指定）书，写着“兹指
定（委托）孙晴（代表或代理人姓名）向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公司的登记注册（备
案）手续”
，上面也有“孙晴”的签名。
11 月 10 日，就孙晴反映的问题，记者
电话联系了岳各庄工商所刘副所长，刘副
所长称已将后续办理手续告知孙晴，后面
仍需等待笔迹鉴定结果。结果出来后，后
续要按照程序再进行处理，
“ 还要涉及到
有公示期，后面差不多还得有一段时间。
”
刘副所长说，孙晴也可以选择到法院
起诉工商局，
“这也是一种救济途径，有的
时候可能撤销登记更快一些。如果法院那
边判决工商局败诉，这个登记是无效的，
工商局拿到这个，也可以作为撤销依据。
但是法院那边的调查取证环节，需要多长
时间不太清楚。
”

身份证件丢失之后
无须登报声明和挂失

就身份证被冒用涉及到的相关法律
问题，记者咨询了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孙晴名 所余超律师。
下在北京的这家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6 月
余超介绍，根据《居民身份证法》的有
13 日，登记住所为北京市丰台区五里店 关规定，公民丢失居民身份证后应当向常
270 号一家招待所。目前，公司法人显示为 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报丢失补领。
“办
孙晴，股东为孙晴和罗艳霞。在今年 7 月 5 理丢失补领证件的行为本身就告知了公
日，公司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 安机关证件丢失的事实，不需要再办理挂
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的” 失和登报声明，也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公民
而被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丰台分局列 丢失居民身份证后必须这么做。
”
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
余超称，如果居民身份证丢失被他人
公司被列入经营异常让孙晴觉得非 冒用，冒用者及审查部门应承担相应的法
常困扰。
“ 经营异常满三年就要被列入黑 律责任。丢失证件者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名单了，那我的个人信用也受到了影响。” 可以选择向公安机关报案。根据最高人民
孙晴猜测，近一段时间自己申请贷款放贷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速度变慢，以及信用卡申请中遇到的问题 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九条规定，冒
也与此有关。
用他人名义出资并将该他人作为股东在
为早日解决问题，同时在张家港相关 登记机关登记的，冒名登记行为人应当承
部门的建议下，孙晴带着仍在哺乳期的儿 担相应责任。
子和婆婆来到了北京。
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
“报警后，卢沟桥派出所的民警带我 百八十条之一“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
们到公司注册地去查看。”孙晴称，在公司 身份证件罪”，在依照国家规定应当提供
注册地的招待所，民警询问后发现并没有 身份证明的活动中，使用伪造、变造的或
这家公司，招待所一位女士称也没有名叫 者盗用他人的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
孙晴的人在招待所居住过。
障卡、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
孙晴对记者称，因公司注册地在丰台 证件，情节严重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工商分局，所以民警建议孙晴到丰台工商 或者单处罚金。
分局所在地的岳各庄派出所询问。
“ 我去
余超介绍，当事人向工商行政机关投
了岳各庄派出所后，民警问我有没有损 诉，工商机关不处理的话，也可以提起行
失，我说现在还没有，他们就让我去工商 政诉讼，
“ 另外也可以起诉公司要求赔偿
损失。
”
局再问问。
”
此后，孙晴来到丰台工商分局，企业
余超解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监督管理科一名工作人员答复孙晴称，做 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
法人变更登记撤销需要先到司法机构做 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
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
笔记鉴定。
11 月 9 日，孙晴花费了 3500 元钱在长 的，
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
对虚报注册
城司法鉴定所做了笔迹鉴定。
“ 笔迹鉴定 资本的公司，处以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
费是 1500 元，还有现场提取材料费 2000 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对提交
元。”孙晴指着在工商局打印的公司变更 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
资料上的名字，
“很明显这不是我的签字， 事实的公司，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撤销公司登记或者
笔迹完全不一样。
”
笔迹鉴定结束后，孙晴已于 11 月 10 吊销营业执照。
据《北京青年报》
日到丰台工商分局下属的岳各庄工商所

为离婚时能独吞房产，男子张恒与好友李
明串通伪造借款协议，以无力还债为由将夫妻
共有的房屋转让给对方。虽经法院确认他与好
友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夫妻俩最终也未离
婚，但闹剧并未就此结束。张恒万万没有想到，
李明却将计就计，手持伪造的借条复印件，将
他们夫妇告上法庭，要求偿还 65 万元“借款”。
机关算尽却瞒不过法官，一双慧眼戳穿骗局。
记者获悉，朝阳法院认定借款协议伪造，驳回
起诉，二审维持原判。

办理了离婚手续。不仅如此，由于离婚时涉案房
屋还挂在他名下，他想出售要负担二套房的税
费。等房屋过户后，李明卖房时又认为房子卖便
宜了。一气之下，
“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李明将张
恒和王琳夫妇诉上法庭，要求二人偿还借款 65
万元。
再次走上法庭，张恒一脸无奈，承认当初为
占房而虚构借款事实，而自己的行为确实给好
朋友的房屋出售造成影响，愿意进行适当补偿。
但李明拒绝补偿，要求必须还款。
虽然法院在上一起案件中认定了张恒和李
前情
明在房屋买卖上的串通，但对于二者之间到底
为独占房产拉好友当
“债主”
有没有债务关系并未说明。当时，张恒曾向法院
张恒与小他十几岁的妻子王琳 1999 年登 提交了一份落款日期为 2004 年 3 月 5 日的借款
记结婚。一年后，张恒出资购买了一套位于朝 协议原件，李明起诉时也拿出相同的复印件作
阳区某小区面积为 40 多平方米的单位房改房， 为证据，并称原件交给了张恒。而张恒称，协议
登记在他名下，夫妇俩共同居住。2006 年，张恒 是自己打印好找李明签字的，本身就是伪造的，
和妻子闹矛盾后搬出，由王琳独自居住。分居 且是在 2013 年其与王琳闹离婚期间制作的。
三年后，张恒向王琳提出离婚，要求房屋归他
法院认为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
所有，王琳不同意，二人协商不成，离婚之事就
此搁浅。
65 万元不是小数目，钱款的交割是佐证借
2013 年，张恒再次提出离婚，房屋仍是二 贷关系的重要部分。最初开庭，李明的代理人称
人争夺的焦点。每当王琳问及房屋如何分割 签订借款协议的当天一次性现金支付。两次开
时，张恒总是支支吾吾的，这让她心生疑虑。后 庭之后，李明亲自到庭，改称 5 万元转账，60 万
到房管局一查，这才知道，房子早就转给了张 元分三次给付，具体时间记不清了。而李明的前
恒的好友李明。
妻也出庭作证，称目睹了李明借钱给张恒的经
原来，想要独占房产的张恒心生一计，找 过，
但不清楚借款金额。
到了多年的好朋友李明帮忙。2009 年 7 月 9 日，
李明还向法庭提交当年发生交通事故后，
二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在当天就把房屋过 各方向其赔偿的诉讼文书、股票开户信息等，证

帮好友占房产赔夫人又折兵
户给李明。王琳非常愤怒，一纸诉状将张恒和李
明告上法庭，要求确认二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
同无效。
开庭时，李明经法院传唤始终没有到庭。张
恒则否认自己是擅自处分房产。他说，当年为了
给王琳做生意、
给王琳母亲购房等，
他自 2004 年
3 月至 8 月间，陆续从李明处借了 65 万元现金。
二人商定好，
如果将来还不上钱，
就用房子抵债。
2009 年，
因无力偿还借款，
张恒便将房屋出售给
李明，作价 65 万元，与债务互相折抵。王琳对此
知情。不过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按照政府指
导价书写为成交价格 28 万多元。
“我和李明是多
年好友，他知道王琳一直在此居住，所以购房时
没有到现场看房，
过户后也未主张移交房屋。
”
张
恒说，
为了补偿好友，
他每月给李明 1500 元现金
作为房屋租金。
为了证明 65 万元债务的真实性，张恒还提
交了落款日期为 2004 年 3 月 5 日的借款协议一
份，其中提及了借期一年并以张恒名下的一套
房屋进行抵押登记，如逾期未还李明有权从抵
押物中获得清偿。
但王琳表示，她 2004 年汇给母亲购房的 10
万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张恒就在她不知情的
情况下，将房屋以 28 万余元的低价出售给李
明，而当时房屋的市价应为 65 万元左右，二人
之间明显系恶意转让房屋。

实自己有能力出借。而张恒为了证明对方没有
借款能力，提交了一份由李明所居住街道民政
科出具的低保证明。
就在双方据理力争时，张恒突然拿出另外
三份内容相同的借条，但其中一份李明未签署
日期，另两份均为房屋过户给李明后，于 2006
年 12 月 9 日签署，其中一份李明身份证处有污
渍、房屋位置有涂改。
对此，李明解释说，有的协议因有瑕疵后重
签，有的是因签署后再次借款遂补签。张恒申请
到庭的证人证明张恒和李明之间不存在真实债
务关系，
借条系双方伪造。
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明对与张恒为何
签订四份借款协议未予以充分说明且未作出合
理解释。关于借款过程，李明和代理人几次表述
不一，且证人出庭对借款当天的描述亦多有不
合理之处。此外，从法院生效判决可以看出，李
明与张恒之间存在串通的恶意，张恒及其证人
对四张借条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故法院认为
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据此驳回起
诉。李明上诉后，二审维持原判。之后，他又申请
再审，也被北京市高院裁定驳回。

■法官说法
虚假诉讼需承担法律责任

从确认房屋买卖合同的无效，到借贷纠纷
的处理，一场闹剧导致两次无谓的纠纷，浪费了
法院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宝贵的司法资源。实践中，虚假诉讼现象时有发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房屋系王琳和张恒 生，高发于民间借贷、离婚析产、以物抵债和劳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动争议等领域，多在亲属、夫妻、同学和朋友之
张恒未经王琳同意，擅自向李明出售该房屋，构 间串通。
成无权处分。张恒和李明在房屋买卖合同中约
朝阳法院法官付艳表示，我国《民事诉讼
定的交易价格明显低于交易当时的市场价格。 法》规定，当事人必须本着诚实信用原则来处分
张恒主张实际交易价格为 65 万元，售房款 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这可以说是针对
与其对李明的债务相互折抵，并提供二人之间 虚假诉讼的原则性规定，故虚假诉讼是指当事
签订的借款协议，但该借款协议不足以认定实 人以规避法律、政策、执行、损害他人合法权益
际交易价格以及借款与购房款相互折抵之事 等为目的，采取虚假的诉讼主体、事实及证据的
实。加之李明在应当明知张恒与王琳系夫妻关 方法提起民事诉讼，导致法院做出错误的判决、
系及王琳在涉案房屋内居住的情况下，未征得 调解或裁定的行为。
王琳同意，而与张恒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故有理
狭义上的虚假诉讼是指当事人之间恶意串
由认定张恒和李明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情形，损 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
害了王琳的利益，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 益的行为，广义上的虚假诉讼还包括单方伪造
效，
后二审维持原判。
证据，故意将被告拖入诉讼等情形。目前，我国
《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狭义的虚假诉讼，但纵
后续
观审判实践，虚假诉讼更多表现为广义上的虚
人财两空好友反目再上法庭
假诉讼。
张恒与李明的房屋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
李明虽没有伪造证据，但其行为实际也属
后，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于 2014 年 7 于一种虚假诉讼，只是囿于法律规定的不足，目
月 24 日出具了《撤销房屋登记决定书》。同年 10 前对其行为尚不能做出有效的处罚。但如果是
月，
涉案房屋登记在张恒和王琳名下。
通过伪造证据实施了单方的虚假诉讼，必将受
原本一直闹离婚的夫妻俩最终没有分道扬 到法律制裁。
镳，帮了朋友忙的李明却与妻子于 2014 年 2 月
据《北京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