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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法院发涉民生案款2680万
涉及 157 名建筑工人
北京晨报讯 （记者 何欣）

工资拖欠两年了，但最后的结
果没白等。”方师傅拿着刚从法
官手里领到的工钱，开心得合
不拢嘴。日前，房山法院的法官
在长阳某建筑工地，向 157名
建筑工人发放了他们被拖欠了
两年的工钱，共计 2680万元。
2015年 7月，安徽省某建
筑劳务公司承揽了北京市房山
区长阳镇一楼盘的建筑劳务工
程。因开发商资金问题，导致该
劳务公司无法按时向农民工发
放工资。截至今年 10月中旬，
共欠 157名工人工资 2680万
元。干了活却拿不到钱，眼看着
又到年底了，工人们情绪十分
激动，四处反映问题。
房山区有关部门了解了这
一事情后，从中大力协调，最终
工程承包商于 10月下旬先期
支付 2680万元，并汇入了房山
法院的案款账户。
为保障这些工人们能及时
足额领到工资款，房山法院预
先制作 《人民调解协议书》和
《司法确认申请书》模板，制作
提交材料清单，指导劳务公司
在最短的时间内与农民工签订
调解协议。
上述材料提交后，房山法
院诉调对接中心的法官又加
班加点制作了裁判文书，对该
劳务公司与 157名农民工达
成的人民调解协议进行了司

“

两男子造假币被判刑
邓某花 5000元从张某手
里购买假币模板，在朝阳区
和通州区租房制作假币并销
售给他人。北京晨报记者昨
天获悉，通州法院一审以伪
造货币罪判处邓某有期徒刑
8年并处罚金 8万元，判处张
某 有 期 徒 刑 12年 并 处 罚 金
12万元。
出租房内制作假币

建筑工人核实相关信息后签字确认。

法确认。同时，及时收取 157
名农民工的银行卡号码，指导
没有银行卡的农民工以最快
的速度办理银行卡，以确保案
款顺利发放。
日前，房山法院 4名工作
人员及 3名法警来到建筑工地
的临建房屋处，张贴通告、布置

法院供图

发放现场，维护现场秩序。9点
30分，案款发放工作正式开
始。伴随着法警的点名声，157
名农民工依次进入发放办公
室，领取裁判文书，办理领款手
续。仅用两个多小时，157名农
民工的工资发放手续全部办理
完毕。

七旬老汉掉入爱情陷阱
北京晨报讯 （记者 颜斐）

年过七旬的李大爷与同龄的张
老太相识不久便开始了夕阳
恋。丧偶多年的李大爷原以为
遇到了人生第二春，没想到却
陷入了一场骗局。张老太恋爱
不久便开始频频向他借钱多
达 10余万元，到期后不仅没
有还款的意思，还继续要钱。
李大爷一气之下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张老太偿还借款。
庭审中，面对张老太的谎言，
李大爷激动地摔了假牙。近日，
经通州法院调解，张老太同意
从每个月的退休金中拿出
3000元用于还款。
为了把市里的房子腾给儿
子一家，李大爷搬到了郊区租
房，他平时靠着开电动车拉活

赚生活费。几个月前，李大爷遇
到了张老太打车，碰巧对方没
带钱，李大爷好心把她送回了
家。一路上，二人相谈甚欢，张
老太自称是退休教师，谈吐优
雅，深深吸引了丧偶多年的李
大爷。一来二去，两人开始了一
段夕阳恋。
恋爱不久，张老太以自己
被骗无钱生活、儿子买车等
理由先后从李大爷处借款 10
余万元，并出具 8张借款期
限不同的借条。但借款到期
后，张老太不仅没有还款的
意思，还变本加厉地向李大
爷继续借款。无奈之下，李大
爷向法院起诉要求张老太偿
还借款。
庭审中，张老太陈述其被

骗几十万元，房子也被法院查
封，欺骗李大爷也是无奈之举。
如今，她无力偿还借款，且自己
也曾为李大爷花钱更换假牙、
购买高档衣物等，希望这些花
费可以冲抵还款。李大爷听后
十分激动，随手掏出自己的假
牙，一把扔到审判席上并高声
怒斥张老太说谎，称自己的假
牙依然是坏的，现在已经被骗
得无钱生活，只得暂时住在儿
子家。
考虑到双方均是七旬老
人，矛盾较大容易激动，经过法
院耐心调解，最终张老太同意
从每个月的退休金中拿出
3000元还款。李大爷也表示，
两人均生活不易，理应相互理
解，便同意了还款方案。

2015年 5月起，邓某为
制作假币通过 QQ联络购买
多种假币模板并尝试打印牟
利。2016年 6月上旬，邓某联
系到了发布出售假币模板信
息的张某，并于当月 18日前
往湖北省宜昌市，以 5000元
的价格从张某处购买了面额
为 10元和 20元的人民币假
币模板。
此后，邓某在本市朝阳区和
通州区某小区两处地点内制作
假币，并将制作好的假币通过快
递向厦门陈某等人销售。
去年 8月 19日，警方在通
州区某小区内将邓某抓获，并
起获 10元版人民币 558份、
20元版人民币 14330份及制
作设备、打印耗材等物品。上
述人民币经中国人民银行鉴
定均系假币。
邓某到案后协助警方抓获
了其他涉案人员。同年 9月 13
日，张某被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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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伪造货币罪

法院认为，邓某伪造货币，
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伪造
货币罪。张某与邓某事前通谋，
为邓某伪造货币提供模板，致
邓某根据张某提供的模板伪造
了数额特别巨大的货币，亦构成
伪造货币罪。
在案证据互相印证，能够
卖假币获利七八万
证明张某积极通过 QQ群传
邓某供述说，2015年 5月， 播伪造货币技术、推销假币电
他在网上看到有人销售假币，就 子模板，并在与有意购买的邓
加入了一个制作和销售假币的 某交易前对假币电子模板进
QQ群，出于好奇买了一些。此 行演示，主观上明确知道邓某
后，他又加了许多其他销售假币 会将其提供的电子图片用于
的 QQ群，他也借此认识了卖 伪造货币，故对其辩解意见不
模板的张某。对方约其在一酒 予采纳。
店见面并为其演示如何制作假
鉴于邓某具有坦白及立功
币。邓某见打印出来的人民币 情节，尤其是协助抓捕了处于伪
比较逼真，就花 5000元购买了 造货币犯罪源头位置的提供假
10元和 20元面额的正反面电 币模板的张某，故依法对其减
子模板。
轻处罚。最终，一审判处邓某有
经反复磨合，邓某认为他 期徒刑 8年并处罚金 8万元；判
打印出来的假币和真币非常 处张某有期徒刑 12年并处罚
接近了，就把打印的假币发 金 12万元。
给群里认识的“艳子”。对方
北京晨报记者 颜斐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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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其批 量 生 产 并 快 递 给 她 。
合作一段时间后，经“艳子”
介绍，邓某又给几个下线发
了假币。
根据陈某的（另案处理）证
言，从去年 6月中旬开始，邓某
基本每周给他寄一次假币，每次
一两千张。他将收到的 20元假
币加价卖到四川自贡、湖南衡阳
等。去年 8月 19日傍晚，邓某
发货时被抓。邓某自称通过假
币获利七八万元。
张某最初被抓时承认，他
在 2015年 底 加 入 了 一 个 讨
论制作、贩卖假币的 QQ群，
并从该群里下载保存了不同
面额的人民币模板，准备出
售牟利。此后，他对这些人民
币模板 进 行 了 格 式 修 改 ，又
建立了一个卖假币高清图片
的 QQ群，并发布卖假币模板
的广告。他一共卖出过 4次
假币模板。不过，张某此后翻
供称，他只是将涉案人民币
电子图片作为“收藏品”卖给
邓某，不知道对方用来制作
假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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