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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赖770㎡豪宅被法院强制腾房
日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对一老赖 770 平方米豪宅采
取强制腾房行动。据了解，该老赖十年前借款三千多万，逾期
不还被告上法庭，因拒不履行法院生效的判决义务，法院决定
对其名下豪宅进行强制评估拍卖。但该老赖玩“失踪”，拒不
配合，并安排老人和患癌亲属住进豪宅抗拒执行。在当天的
强制腾房行动中，执法人员共清理出各类物品 200 箱，其中不
乏 LV、爱马仕等奢侈品。目前该豪宅已被封存，评估结束
后将被拍卖。
770 平方米的豪华别墅
伊美豪爵华庭是诸暨最早最有名的豪宅区，里面多是别
墅和排屋，面积都在 400 平方米左右。但是这次腾空的房子
却足足有 770 平方米。
这处房产的主人王云(化名)是一位建筑商，常年在江苏
做生意。
多年前，他在诸暨看中了伊美豪爵华庭，觉得它周围的
环境和设施都不错，于是一口气买下了相邻两套，并将其打
通成一幢独立的别墅。他说，自己本来打算用来养老。
但是，7 月 6 日法院将该房产封存，待评估结果出来后
将移交司法拍卖！
3500 多万欠了 10 年不还
因为，现在的王云已从 10 年前的商人，变成了“老赖”
。
2008 年，王云和张力(化名)二人以承办工程需要资金等
为由，先后 13 次向李华(化名)借款共计 3597.5 万元，有借条
予以载明。
因两人逾期未还款，李华于 2015 年 6 月 11 日向诸暨市人
民法院提出诉讼，经多次开庭审理，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
令两被告张力和王云共同归还李华借款本金 3597.5 万元，并
支付相应利息，并判令张力归还李华本金 75 万元及相关利
息。
之后，王云二人不服一审判决，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经审理，绍兴中院维持原判。二审判决生效后，
张力和王云一直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李华随后
向诸暨市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的申请，法院于 2016 年 4 月
13 日立案受理。
在立案后，诸暨市人民法院先后通过拍卖、对被告人拘
留等强制手段，执行到位财产 900 余万元，但至今两人仍未
全部履行其余款项。而这以后张力和王云也于当年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
上海房产、
上海房产
、妻子名下房车都已拍卖
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王云突然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
院提出再审请求，并拿出了一张自己私下鉴定所得的鉴定意
见书，说李华提供的借条中，所签的名字并非王云本人所
写。
省高院经审理后，裁定驳回王云的申请，并维持原判。
至此，案件仍根据原判决继续执行。
今年 6 月 21 日，法院将王云名下上海的一套房产通过司
法拍卖，以 1198 万的价格成交，不过至今买受人尚未交齐余
款。作为夫妻共有财产，王云妻子名下的车辆和房产也一并
被拍卖。
王云名下有财产，不但拒绝主动还款，还躲了起来。今
年 1 月，诸暨市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将其案件移
送公安立案侦查起诉，同时，也一直通过各种手段抓捕王云。
而另外一个欠款人张力，因此前所涉及案件较多，经诸
暨市人民法院多次查找，其名下无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也
在法院的追捕中。
此次腾房遭到家属强烈抵制
这套被强制腾房的别墅一直由王云安排其 90 岁的小叔等
人居住。去年法院查封了这处房产之后，王家非但不安排高
龄老人搬离，为了抵制执行，还将王云妻子家患有直肠癌的
亲属搬了进来。法院工作人员顶住各种谩骂、威胁，多次上
门做工作，均遭到王家的抵制，拒不配合腾退。
经过一年多时间，7 月 6 日，诸暨市人民法院决定进
行强制腾房，以保障申请人的合法利益，维护法律的权
威。
在腾房现场，工作人员腾退出了大量的奢侈品，包括爱
马仕、古驰、普拉达等品牌的衣物和家居用品。
一楼大厅内还养着一缸金龙鱼，据知情人士透露，缸里
的鱼都价值不菲。另外，据了解，王云在外地的公司仍处于
经营状态。
那么，王云为什么不肯还钱呢？王家的亲属为什么要强
烈抵制执行呢？
王家亲属自己称，王云只是担保人，并不是借款人。在
腾房现场，王家亲属告诉记者，张力是王云的侄女婿，当初
是张力向李华借钱，王云只是担保人。而在后来原告出示的
借条里，王云却成了联合借款人。
法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王云的这个案子对广大群众
是很有警示作用的。首先，王云没有给自己留一份原始的借
款凭证，没有在借款中加强足够的风险防范意识。其次，在诸
暨法院一审和绍兴中院二审后，王云才突然提出对借条存疑，
却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在判决最终生效后，他在有财
产的情况下，又多次逃避执行，抗拒执行，给法院施加舆论压
力，试图威胁、阻碍执行，这才导致了今天的后果。
据新华社 新华报业网

深圳查获走私黄金出境案
7 月 11 日，
海关关员登记查获的黄金。
深圳海关近日查获一起港籍司机利用两地牌小客车走私黄金 44 千克出境案，初估案值逾 1000 万元人民币。
目前，该名司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移送缉私部门作进一步调查处理。新华社记者毛思倩摄

南北大暴雨 原因各不同
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中央气
象台 11 日 18 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
警：预计 11 日 20 时至 12 日 20 时，福建
西部、江西、湖南东部、四川盆地西北
部和南部、河北中部和东北部、北京
东南部、天津中北部等地有大雨或暴
雨。其中，江西中部、湖南东北部、四
川盆地西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
暴雨。
闽浙赣湘、京津冀和四川盆地等
地的部分地区都在下大雨或暴雨，但
原 因 各 不 同 、暴 雨 持 续 时 间 也 不 相
同。
闽赣湘：台风
“玛莉亚”
带来暴雨
台风“玛莉亚”11 日 9 时 10 分前
后在福建省连江县黄岐半岛沿海登
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4 级。
10 时，
“玛莉亚”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
风级。
“玛莉亚”以每小时 30 公里左右
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
减弱，穿过福建北部，于 11 日晚上移
入江西境内，
并减弱为热带低压。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
说，
“ 玛莉亚”移动速度快、登陆强度
强，裹挟狂风骤雨，闽浙赣湘等地部
分地区的暴雨或大暴雨，正是由台风

本体云系及其外围螺旋云带所带来
的。
京津冀部分地区近期多降雨
北京市气象台预计，11 日白天到
夜间京津冀大部分地区出现明显降
雨，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降雨时
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
气。
“此次降雨特点表现为影响范围
广，累计雨量大，局地短时降雨强
度较大。”北京市气象局气象服务副
首席吴宏议说，本次降水过程，主
要是副热带高压外围偏南暖湿气流
与西来槽共同作用造成。
预报显示，北京地区 11 日下午到
夜间有大雨到暴雨，12 日早晨降雨逐
渐减弱，12 日上午趋于结束。短暂间
歇后，13 日至 14 日，受副热带高压
外围暖湿气流及台风“玛莉亚”减弱
后的残余环流的共同影响，京津冀的
部分地区仍将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
暴雨。
气象专家建议，强降雨天气导
致低洼地区和部分路段出现道路积
水，对交通早、晚高峰将产生不利
影响，民众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同
时不要前往山区危险地带、河道、

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
四川强降雨将持续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 11 日 20 时至 12 日 20 时，四川盆
地西北部和南部有大雨或暴雨，其中
盆地西北部的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马学款说，近日四川盆地西部大
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原因，与四川
盆地东侧的副热带高压密切相关。副
高西侧强盛的西南暖湿气流，为强降
雨提供了充沛的水汽和不稳定能量，
北方南下的弱冷空气与暖湿气流剧
烈交汇，导致对流发展。同时，盆地东
侧副热带高压的阻塞作用也使得强
降雨带稳定维持在盆地西侧，造成该
地区的持续强降雨。
他指出，四川盆地西北部大暴
雨与川西高原地形也有关，地形坡度
抬升也使得降水量进一步加大。
此外，中央气象台 11 日 18 时发
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受强
降雨影响，预计 11 日 20 时至 12 日 20
时，四川东北部、甘肃东南部等地局
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
高。专家提醒须注意强降水引发的
中小河流洪水，并做好实时监测、防
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广东警方破获比特币网络赌球大案
流水资金超百亿元人民币
流水资
金超百亿元人民币
新华社广州 7 月 11 日电（记者詹
奕嘉）广东省公安厅 11 日晚通报称，
该省茂名警方近日破获一个利用比
特币进行网络赌球的特大案件，流水
资金超百亿元。
该案是广东公安机关近期开展
“净网安网 9 号”打击世界杯网络赌球
违法犯罪收网行动的成果之一。
此次收网行动打掉 20 余个涉案
团伙，抓获 540 余名犯罪嫌疑人，捣毁
70 余个赌博 APP 和网站，关停 250 余
个网络社交平台聊天群，冻结 2.6 亿
余元涉案资金，扣押一批服务器、电
脑、手机、银行卡等涉案物品。
今年 5 月，茂名市公安局发现有
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平台开设赌场，并
宣称“支持全世界通用的比特币、以
太坊和莱特币充值提现，全球几十个
国家同步工作”
，吸引球迷下注赌球。
警方专案组侦查发现，这一网络
赌博平台服务器搭建在境外，是集传
统网络赌博、暗网技术、区块链虚拟

货币交易和聊天工具推广运营于一 类。网站类大多为“皇冠”
“ 新葡京”
体的赌球集团。该集团利用虚拟货 “永利”等名头的赌博网站，通过浏览
币监管漏洞，在暗网上操作赌博平台 网站、注册登录即可进行下注操作；
进行虚拟货币赌球交易攫取巨额利 APP 类则需下载安装到手机，在 APP
益 ，逃 避 公 安 机 关 和 银 监 部 门 的 打 内操作下注。
击。
在查清各赌球团伙的作案网络、
这一赌博平台上线运营 8 个多 人员构成、组织体系和活动轨迹后，
月，就发展两级代理 8000 余人、会员 广东省公安厅组织全省 21 个地市公
33 万人，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 安机关在广东、广西、四川等多个省
平台充值只接受虚拟货币，一般会员 份同步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摧毁 20 余
不会操作，因此派生出很多输赢交易 个网络赌球犯罪团伙。
内 部 对 冲 群 ，代 理 资 金 流 水 超 百 亿
据广东省公安厅提供的资料显
元。
示，网络赌球犯罪团伙层级严密，多
专案组近日捣毁该非法网站，先 为“金字塔”式的组织架构模式，层层
后在成都、贵阳、长沙、深圳及广州控 招揽代理、层层发展会员，并从会员
制该团伙 6 名核心成员，冻结银行账 的下注中层层“抽水”牟利。背后庄
户资金 500 余万元，并缴获价值一千 家通过对赌徒投注进行分析，根据投
多万元人民币的虚拟货币。
注比例操控赔率，让少部分人赢钱、
与此同时，广东其他地区警方也 大部分人“打水漂”，而庄家获取其中
分别发现多个赌博团伙在世界杯期 差价、稳赚不赔。部分参赌人员深陷
间利用网络社交平台推广赌球，这些 其中，导致倾家荡产，甚至滋生盗窃、
赌球平台主要分为网站和 APP 两大 抢劫等违法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