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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亿万富豪
诉讼4年获赔3000万元

目前又向溧阳法院提起刑事自诉

借钱收购还是代为持有股权？官司从省高院一直打到最高院

本报讯 请别人代为收购并代为持
有股权，溧阳亿万富豪薛某怎么也没想
到，收购完成 1个月后，代为持有股份
的陆某发现企业名下的土地大幅增值，
便立刻转手卖掉了这些股权，获利5000
万元。事后陆某坚称自己只是跟薛某借
钱，并非代为收购或持有。这起全国罕见
的股权纠纷案历时4年，官司从省高院
一直打到了最高院，不久前，最高院作出
终审判决。

收购不到2月，倒手赚
了5000万元
2007年底，溧阳市苏浙皖边界市场

西侧一处地块被挂牌出让，面积为321
亩。陆某与他人一同出资，借用某集团的
名义拍下了这块土地。次年3月与当地国
土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随

后便成立了江苏明恒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而该公司的资产仅有
该地块的使用权，陆某占15%的
股份。当时的房地产市场并不景
气，该企业的资金链也十分紧
张，企业的股东在经营理念上也
出现了分歧，一些出资方打算转
让股份。

得知这一情况后，溧阳某投
资公司的薛某表达了收购意愿，
经过多次协商，最终商定由陆某
代表薛某收购明恒公司85%的股
份 。 随后，薛某分 3次将
151540395元收购款支付给明恒
公司。2009年7月底，付清所有收
购款后，陆某在名义上取得了明恒
公司100%的股权，成为了该公司
单一自然人股东和法定代表人。

2009年9月4日，公司财务

经理突然告诉薛某，账上多了1.56
亿元。查账后发现，原来这是陆某退
回的收购款，此时，他已经将明恒公
司股权卖给了当地某市场发展公
司，按照协议可获利5000万元。

官司一直打到最高院

发现自己被涮之后，薛某立
刻报案并提起诉讼。让他没想到
的是，官司前前后后打了 4年
多，最终还打到了最高院。

据了解，在诉讼过程中，陆某
辩称自己只是跟薛某借钱，并不
是代为收购、持有股份。“借钱投
资不是不可能，但是哪有人借
1.5亿元的时候还会有 395元这
样的零头？这符合常理吗？”薛某
说，当时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通

过法律途径讨回公道。
去年，省高院一审后判定陆

某赔偿薛某2954万余元，驳回
了薛某的其他诉讼请求，薛某和
陆某同时上诉至最高院。

终审认定委托
收购并代为持有
最高院认为，虽然薛某与陆

某之间没有签订代为收购、持有
股份的书面合同，但薛某向陆某
汇付款项的事实客观存在。陆某
虽然主张该笔款项为借款，但是
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一审判
决综合全部案件事实，依据优势
证据原则认定双方之间存在薛某
委托陆某收购股权并且代持股份
的关系。薛某作为该案件所涉及

股权的实际权利人，有权向无权处
分人陆某请求损失赔偿，最终认定
原判决判令陆某返还薛某2954万
余元符合实际，并无不当，遂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2009年时，北京师范大学刑事
法律科学研究院、疑难刑事问题研
究咨询专家委员会就曾给出专家论
证法律意见书，认为陆某的行为确
实涉嫌侵占罪。
“4年诉讼，让我心力交瘁，给我

个人造成巨额损失。”薛某表示，现
在最高法院确认了陆某是代收购、持
有股权，除了赔偿和要回他的股权
外，他还要追究陆某的刑事责任。

薛某表示，目前他已向溧阳
法院提起了刑事自诉，相信法院
会做出公正判决。对此，本报将继续
关注。 !小波13337898169"

26年送出近千只环保菜篮
七旬老人变废为宝有妙招

本报讯 一次性使用的塑料打包带
很多人用完一扔了之。但在武进区横
山桥镇 76岁老人吴文铨眼里，打包带
却是宝贝。26年前，他学会了编篮，就
将打包带编成一个个五颜六色的菜篮
送给远近村民。26年间，他无偿送出近
千只环保菜篮，在当地传为佳话。
“他编的篮子比街上买的好，又轻

又牢！”听说记者来采访编篮子的老
吴，横山桥村委的村民王女士热情地

带着记者来到老人家中。走进里屋，记
者看到老吴正在埋头编篮，身边有 10
多只编好的篮子。这些菜篮大部分是
用白色、灰色打包带编成，为了美观，
还用蓝色、红色的彩色打包带编出腰
线，看上去很大方，拎在手里也不重，
却相当结实，装 10多公斤的重物“嫩
巧巧”。
1988年，吴文铨在横山桥采石厂火

药库上班时，看到仓库里拆包装剩下的

打包带很多，就想到废物利用———编
篮。他先到街上跟编织艺人学，又买了
竹篮回来拆装，最终学会了编菜篮。
“退休前编得少，退休后在家没事编得
多。”老吴说，刚开始编一只篮要两三
天，现在只要有材料一天可以编2只。
26年来，他编了近千只菜篮，全部送给
了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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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08个城市的水土种一棵树
大力夸赞常州城区环境

2014城市环境与健康万里行志愿者抵常

本报讯 12日上午，9名
骑行志愿者汇集我市红梅公
园，取了一捧土和一瓶水带走。
在此之前的1个多月，他们已
骑经30个城市，常州是他们
的第31站。

30岁的湖北小伙郑宗顺
是其中一名志愿者，他告诉记
者，他们的活动名为“2014城
市环境与健康万里行”，由国家
发改委、国家环保部、国家林业
局等国家十部委联合主办。活
动于 6月 6日在人民大会堂
启动，由9名志愿者组成的骑
行团从北京天安门出发，开始
万里骑行的征程。期间，将途经
13个省（直辖市）、跨越 10条

大江（河）、穿过 108个城市、
骑行6800公里，历时128天，
于 10月 11日到达终点站东
莞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

郑宗顺介绍，9名志愿者
来自全国各地，由今年3月通
过网上招募的形式参与到活
动中，最小的23岁，最大的
43岁，大多已工作，为此向单
位请了长假，也有的是刚走上
社会的大学毕业生。为了解沿
途各个城市的空气、土壤保
护、城市水资源现状，骑行团
将在每个城市最典型、最具代
表的区域，采集 1瓶土壤和 1
瓶水，制作环境样本，最终在
观音山，志愿者们会将108个

城市的水土汇聚一起，用于种植
一颗菩提树，以宣传环保理念。

郑宗顺说，到常州后，志愿
者们询问当地骑友，要在市里取
一瓶水和土壤，哪里最合适，结
果骑友们一致推荐红梅公园，
“到红梅公园一看，确实环境非
常好，而且毗邻天宁禅寺，人文
气息很浓。”郑宗顺以前没有来
过常州，此次到常州后留下了非
常深的印象，“常州的城市环境
非常好，尤其是市区一带绿树成
荫，公园也很漂亮。”他认为，常
州的城市建设和环境要超过大
部分沿途城市。

图为骑行志愿者在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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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亩鱼塘收益归谁？
机智协调，解决数十年土地纠纷

本报讯 一块50亩的滩涂，20年前开挖成了鱼塘，其
租金原本少人关心。但随着收益日益上涨，村民开始集体关
注。为了争得租金收益，村民们奔走3年。日前，经金坛调
处中心巧妙调解，这桩牵扯了20年的老大难问题终于彻
底解决。

今年 4月 1日，金坛市调处中心来了 10多个村
民，嚷嚷着要中心为他们讨回属于他们村民小组的 54
亩鱼塘的承包收益。他们是指前镇建春村墩南村民小组
的部分村民，据他们称，1976年原社头乡旭红大队成立
副业队，将隶属于他们小组的 54亩土地划归副业队所
有，同时调了 8位村民到副业队工作。几年后副业队解
散，8位村民又回到墩南村，54亩土地也归还给了墩南
村。由于这 54亩地地势较低，属于滩涂性质，1994年，
当时的旭红村委跟组里商量，把这 54亩地一并归入这
片低洼地开挖成鱼塘，约定对外发包后的收益与墩南村
共享。但从开挖至今，组里一直没有享受到收益。2011
年起，村民开始四处反映，要求村委归还收益但一直未
果。现在，鱼塘的承包费逐年增加，今年已增至每亩 700
元，村民们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能放弃，要求市调处
中心协调。

中心负责人一面安慰村民，一面展开调查。经多方
努力，4月 18日，村委负责人和村民代表坐下协商，矛盾
集中在2点：一、土地归属。村委认为，这块地已划归副业
队，开挖费及周边道路的修缮均由村委出资，对外发包也
是村委，根据“农民集体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
满 20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的规定，这块水面实
际已归建春村集体所有，而村民们则认为副业队解散后，
随地到副业队的村民又回到了墩南村，并参与了1998年
二轮土地的承包，这块地理所当然应回归墩南村；二、这
块地的起算时间是1976年还是1994年。村委认为从上
世纪70年代开始这块地脱离墩南村，而且2012年市相
关部门已协调处理过，因此实际已归村委集体所有，村民
们则认为副业队解散后这块地就回归了墩南村，1994
年才开挖成鱼塘，起算时间应是 1994年，因此未超过
20年。

调解人员耐心听双方说完后，给出了建议：争议地是一
块滩涂，一直未纳入承包经营范围内，因此归谁所有双方都
拿不出证据，能否暂时放下对这块地的权属争议，各退一
步，从现有的发包收益中协商分成？
在调解人员耐心细致的说服下，双方最终接受建议。村

民们选出代表，与村委签订协议：搁置土地权属确认，核定
争议面积为50亩；发包收益各享50%，直到该土地被征用
或至二轮土地承包期满。

协议签好，村民代表与村委负责人握手言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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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邻田过水
田主纠纷不断
本报讯 近日，金坛薛埠镇司法所成

功化解一起邻里纠纷，挽回了当事人的
经济损失。

6月份，薛埠镇司法所接到连山村
调委会的电话，称村民颜某和吴某因为
水田过水的事情产生纠纷，他们曾协调
多次，但一直没有解决。随后，薛埠镇司
法所立刻着手进行调解。

原来，颜某的责任田在吴某责任田
的下方，多年来秧田都要从吴某的责任
田过水，今年吴某却不让了。原来，吴某
家的田以前种的是水稻，今年换种了树
木，他担心过水会影响树木生长。

调解员告诉吴某，如果不同意过水，
造成颜某家的秧苗死亡，颜某可以主张
赔偿。听了调解员的话，吴某认识到事情
的严重性，表示同意过水，但颜某必须保
证其田头沟缺口处不漏水。颜某同意，双
方当即签订协议并握手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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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门师徒生隙
调解化解纠纷
本报讯 佛门净地也有俗世的烦

扰。7月11日，武进区某寺内方丈王某
与弟子果某发生纠纷，司法所立即指派
副所长杨敏杰到现场调解，当日化解了
矛盾。

原来，王某于2004年收弟子果某，
后发现他品行不端，决定将他逐出山门，
今年3月补偿了他6.58万元。拿到钱
后，果某表示不再影响寺内任何佛事活
动并离开。可4个月过去了，果某又回
来，称在寺庙辛苦操劳10多年，要求更
多的经济补偿。见寺里不答应，3天前，
他赖下不走了，扬言要采取过激行为，寺
众遂报警。

洛阳派出所接警后，立即上报镇统
战部，统战委员随即联络司法所、当地村
委共同调处。果某表示，他在寺内10多
年，辛苦操持，6万多元补偿太少，要求
再补偿2.88万元。王某则称，寺内的钱
都是香客捐赠，不能想要多少就多少，最
多再补偿2万元，且果某必须承诺今后
不得再到寺内捣乱。

了解到双方的矛盾根源，调解人员
告诉果某其已拿到6.58万元，现在继
续到寺庙要求补偿于情于理说不通，况
且作为僧人，本就应该把钱财看淡，如
今的做法有违出家的本意；同时也与王
某沟通协商，对这样的事，是否可以在2
万元基础上适当增加，毕竟佛门清静更
重要。

经过3个多小时耐心细致的工作，
师徒最终同意以2.6万元解决纠纷，双方
当场签订协议并付款。 !芮伟芬 虞宙"

7人深夜持刀劫超市

6个未成年人讲义气，陪“大哥”
抢劫———

本报讯 7月10日，武进警方迅速侦破一起多名歹徒
持刀抢劫案，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收缴作案凶器砍刀、柴
刀、斧子5把及部分被抢现金。

7月9日晚9时50分，武进区横山桥镇东周村委丁
家村的永全日用品超市还没打烊，老板孙某夫妇在盘点一
天的营业额。此时，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抬头一
看，店里进来了五六个小伙子，有2个手里还拿着砍刀，伸
手就要抢钱。孙某立即上前与其中一名持刀男子扭打起
来，结果手背被割伤，其余几人抢走钱箱后四下逃窜。孙某
夫妇随即报警。

东周村委地处横山桥、洛社、江阴三地交界处，民风淳
朴，从未发生过类似的恶性案件。武进警方110指挥中心
立即启动应急机制，指挥附近各路面警力压向案发地，对周
边各个路口进行堵控，注意可疑人员，案发地芙蓉派出所也
迅速向中心区域调集警力，以“瓮中捉鳖”之势挤压犯罪嫌
疑人的逃跑空间。

当晚 10时 20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的民警在距离
案发地往东 400米处的路上，将正在逃跑的犯罪嫌疑人
刘某和安某抓获，第二天凌晨 2时许，将躲藏在暂住地
的乔某抓获；凌晨 5时许，躲在路边走投无路的丁某落
网；随后，民警又赶赴武进横山桥五一村委，将已潜逃回
家的杨某抓获。迫于压力，第二天上午7时许，17岁的王
某和 15岁的谢某在家长的带领下，来到芙蓉派出所投
案自首。

经查，云南昭通籍男子刘某一直幻想着“拉人马、做老
大”的生活，他找到朋友丁某，动起了组团抢劫超市的念头。
丁某先后叫来乔某等 5人，刘某作出了“抢劫 1次，奖励
1000元”的口头承诺。据了解，该团伙中除了刘某，其余6
人均未成年，年龄大多在15岁-17岁之间，有的还在读初
中。这些孩子被抓后根本没意识到抢劫的严重性，仅凭一句
“好兄弟讲义气”让他们走上了犯罪道路。目前，案件还在进
一步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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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群友带着他们的孩子%来到市业余军体学校飞越射箭俱乐部进行射箭免费体验%小伙伴们在教

练的指点下认真学习%充分感受了射箭竞技的快乐$

据群主何峰介绍%该群已经成立了
(

年%每个月都举行一次以家庭为单元的活动%诸如家庭运动会(美食制作(助学义卖(特病捐助(郊游

等%其目的是培养孩子拥有团结友爱(开朗活泼的良好心态%留下童年美好的回忆$ 张海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