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拿到武侯
区法院一审判
决后，林妃长
吁了一口气。

35岁的林
妃，2015年初
即和丈夫刘强
协议离婚。让
林妃始料未及
的是，离婚一
年零四个月
后，债权人将
林妃诉至法院
称，此前刘强
曾受让了一笔
350余万元债
务。由于该笔
债务产生于二
人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林妃
需承担连带清
偿之责。

武侯法院
一审表示，由
于林妃并未在
该受让之债中
获益且该受让
之债并未用于
家庭共同生
活，林妃无需
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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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丢球
后院起火

前妻发出“控诉信”，称国脚姜至鹏婚内出轨
姜至鹏律师：二人早已离婚，姜至鹏不想回应

2017年3月30日
星期四

28日晚的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
国足客场0比1不敌伊朗。赛后，由于自
身失误造成国家队丢球的左后卫姜至
鹏含泪致歉，“挺失落的，下半场刚开
始是我的那次解围失误，影响到整场
比赛的结果。还是……觉得……挺可
惜的……”那瞬间，仿佛他就觉得，自
己成为国家队的“罪人”。但球迷们在
微博下留言都在安慰他。

就在姜至鹏还在丢球的悲痛中
挣扎时，一名微博网友在社交平台曝
光了姜至鹏婚内出轨的消息：昨日凌
晨1点，该网友“肥豆芽吃生姜姜姜
姜”爆料：“今夜让国足痛失一球的姜
至鹏到底是个什么货色？——关于国
足队员姜至鹏婚内出轨转移财产及
广州富力俱乐部包庇旗下球员的实
名血泪控诉。”

在“控诉信”开头，就点名让足协
领导和里皮收看，她单方面爆出姜至
鹏婚内出轨、转移财产、逼迫离婚等消
息。在最后，她甚至要求取消姜至鹏国
家队队员的资格，取消姜至鹏代表广
州富力足球队参加中超的资格。

姜至鹏的前妻张之悦昨日在接受
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封“控诉
信”就是自己所写，信中所言内容属
实，还向记者提供了当年她和姜至鹏
结婚证的照片。

姜至鹏的二审代理律师王戈昨日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们二人早已离
婚，去年年底，经过法院二审判决，姜至
鹏已经和张之悦解除了夫妻关系。今天
上午姜至鹏给我打了电话，他知道张之

悦发了‘控诉信’。对控诉信中的内容不
想做出回应，他想把精力放在工作中，
不想让不相关的事来分散精力。”

王戈表示：“他们这个离婚案，前
前后后折腾了两三年。因为涉及到当
事人隐私，我也不便多说，张之悦可能
对离婚判决的财产分割不大满意，但
姜至鹏已把两人唯一的房产都给了
她，这套上海房产市值是800多万。至
于张之悦称姜至鹏转移了1000多万资
产，张之悦也知道姜至鹏的工资卡号，
这1000多万是姜至鹏整个职业生涯所
得，这个法院已经调查清楚了。”

对于张之悦向法院申请再审，
王戈称，“如果没有重大的新证据，
二审就是终审判决，对这个时间点
张之悦发出这封信的理由，我也不
好做出推测。”

安家杰任中国女排执行教练
郎平出任总教练

昨天，中国排协公布了最新一期
的中国女排集训名单，郎平出任中国
女排总教练，此前的助理教练安家杰
出任执行教练，已经升任排管中心副
主任的赖亚文则担任助理教练。队员
方面，四川队的张晓雅成功入选，杨
方旭、朱婷、张常宁、王梦洁等队员也
在名单中，此前带领江苏女排夺得女
排联赛冠军的惠若琪则没有出现在
名单中。

去年9月30日，郎平与排管中心的
合同到期，郎平卸任中国女排主教练
一职。在2016年带领中国女排拿到里
约奥运会冠军后，郎平在美国接受了
右侧髋关节手术，由于身体原因，外界
一度盛传郎平将会退出中国女排，而
此次排协发文，有业内人士分析，其实
是让郎平来把握大方向，具体工作将
会全权交给安家杰。

安家杰此前曾任山东女排主教练，
从2014年4月起担任中国女排助理教
练，在上世纪90年代四川男排的辉煌
岁月时，安家杰还曾效力过四川男排。
在辅佐郎平的三年时光中，安家杰非
常熟悉郎平的带队理念和技术战术体
系，被认为是郎平的最好接班人。

今年的世界女排大奖赛分站赛将
于7月7日开始，8月2日的总决赛落户
南京，今年女排大冠军赛则于9月5日
至10日在日本进行，世界排名第一的
中国女排时隔12年后将再次参赛。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实习生 毕丹

““我是一名结婚四年的普通女性我是一名结婚四年的普通女性，，要说我和别人最大的差别要说我和别人最大的差别，，大概就是我大概就是我
的丈夫叫姜至鹏的丈夫叫姜至鹏。”。”

成都商报记者向双方律师证实，经法院二审判决，张之悦与姜至鹏已于去年底解除
了夫妻关系。

张之悦对成都商报记者表示：“我和姜至鹏同岁，2006年，他所在的上海东亚足球俱
乐部基地在崇明岛上，我刚好转学到位于崇明县的城桥中学上高中，有一个同学到他们
基地看比赛，他们两人认识后，就介绍我们俩认识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谈恋爱了，在恋爱
后的第7年，2013年我们登记结婚。”

““他从小就远离家乡生活在上海他从小就远离家乡生活在上海，，结婚时他没钱结婚时他没钱，，我央求我母亲拿出了她全我央求我母亲拿出了她全
部积蓄部积蓄100100万万，，帮他付了大部分首付以及装修费用帮他付了大部分首付以及装修费用。”。”

张之悦对成都商报记者表示：“在结婚时我们共同按揭了一套房，这套房首付花了
180万，贷了280万左右，首付我们家出了100万，姜至鹏出了80万，当时我还把他妈妈给我
的50万彩礼钱也拿了出来。目前还有200多万的贷款没还完，每个月要还近2万元。”

刚忙完新房的装修刚忙完新房的装修，，我就发现他在微信上和别的女人骚聊我就发现他在微信上和别的女人骚聊，，内容不堪入目内容不堪入目！！
张之悦对成都商报记者表示：“被我发现后，姜至鹏向我认错，保证不和肖某再来

往。2014年姜至鹏转会到广州富力后，我因为有事回了上海，姜至鹏又和肖某在一起了。
姜至鹏到广州后我就没有再工作，家里的经济大权都由他在掌握，我辞掉工作后就随他
到了广州，平时我的花费很少，他也没专门给我生活费什么的，要买什么东西就拿他的
卡去刷，除非我回上海身上钱不够，他才给我打钱。”

““接下来姜至鹏开始逼我离婚接下来姜至鹏开始逼我离婚，，天天逼问我天天逼问我‘‘考虑好没有考虑好没有’‘’‘条件是什么条件是什么’’我问他我问他
提出离婚的原因提出离婚的原因，，他只轻描淡写地说他只轻描淡写地说‘‘过不下去了过不下去了’。”’。”

张之悦对成都商报记者表示：“当时我认为和姜至鹏还有感情，就一直不同意，一审
因为我不同意，所以法院就没有判决。”

张之悦的代理律师顾海伦向成都商报记者介绍说：“两次离婚诉讼都是姜至鹏一方提出
的，而且态度很坚决。张之悦一方始终认为双方还有感情基础，认为婚姻关系应予维系。”

““我为他辞去工作我为他辞去工作，，根本没有经济来源根本没有经济来源，，重新找工作重新找工作，，然而一个人承担每月近然而一个人承担每月近22万万
的房贷的房贷，，工资仍是杯水车薪工资仍是杯水车薪，，银行每月寄来的还款通知如紧箍咒一般银行每月寄来的还款通知如紧箍咒一般。”。”

在张之悦的微博上，一年时间内，张之悦出现在西班牙、美国，完全看不出经济窘迫
的状况，有网友质疑其“经济窘迫”的表述，张之悦表示：“我母亲看我状态实在不好，带
我去旅游，去美国是去探亲。”

““我们递上去的要求调查姜至鹏劳动合同的书面申请书被拒我们递上去的要求调查姜至鹏劳动合同的书面申请书被拒，，所有材料包括财所有材料包括财
产情况没有调查清楚便草草结案产情况没有调查清楚便草草结案。”。”

张之悦对成都商报记者表示：“2016年初姜至鹏又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目前，上海市
一中院二审判定离婚，房产判给了我，还另外给了20多万现金。我有异议的在于我提供
的姜至鹏消费了1300多万涉嫌转移资产法院没有采信，财产分割不合理。”顾海伦律师表
示：“主要是姜至鹏的球员身份，财产状况究竟如何，法院也没有做详细的调查。”

据东方体育日报报道，姜至鹏昨晚对此回应说：“法院一年前已判定离婚，至于长文
中提及的数目，是俱乐部给我本人的一个账单，不像文中所说的那样。不管怎么样，因为
我的个人问题对国家队、俱乐部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在这里向大家表示道歉。”

““目前我正在申请再审目前我正在申请再审，，这场官司哪怕打到最高法我也会坚持下去这场官司哪怕打到最高法我也会坚持下去！”！”
“目前这个状况，确实是对原配妻子张之悦比较被动。”顾海伦律师介绍说，在法院

判决前，姜至鹏一度对张之悦威胁说如果不离婚，则不再继续缴纳房屋贷款，而且二审
期间，姜至鹏也没有出现。对于财产分割，顾律师表示除非张之悦能够提供能直接证明
姜至鹏方有过错的证据，否则结果也不会有太大区别。

““姜至鹏作为中国足球国家队的一员姜至鹏作为中国足球国家队的一员，，不仅与未毕业的女大学生长期保持不不仅与未毕业的女大学生长期保持不
正当关系正当关系，，在婚姻存续期间与他人非法同居在婚姻存续期间与他人非法同居，，而且有转移而且有转移、、隐匿财产之嫌隐匿财产之嫌！”！”

在国家队输球、姜至鹏道歉这个时间点，张之悦发出这封信是否是有意为之，张之悦
对成都商报记者表示：“我没刻意选在这个时间点发出这款控诉信。”对于张之悦发帖的

“时机”，顾海伦律师否认提供了指导，“发帖之前，她确实给我打了个电话，”顾律师说，很
久之前，她就提过这件事，“但是这个是民事方面的行为，我没办法给出法律意见。”成都商
报记者昨日亦多次致电广州富力足球俱乐部，截至发稿时，该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成都商报记者 欧鹏 姜山 实习生 董冀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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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召开基层“扫黄打非”
网格化管理工作现场会

29日，成都市基层“扫黄打非”网
格化管理工作现场会在温江举行。上
午，活动先后参观了温江区柳城街道
和平社区及彭州市敖平镇石音村“扫
黄打非”的网格化管理工作。下午的会
议现场，温江区、彭州市、武侯区、龙泉
驿区相关负责人纷纷介绍了当前网格
化管理的工作经验。同时，市“扫黄打
非”办公室安排了2017年的“扫黄打
非”网格化管理工作。

据温江区“扫黄打非”办公室负责
人介绍，目前该区共有文化经营单位
387家，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
口的不断增长，各类涉“黄”涉“非”的
出版发行活动日益增多，为有效抑制
此类“低俗现象”的出现，网格化管理
工作事不宜迟。首要的工作，便是以

“一办一站一网格”为基础，完善管理
体系。“一办”即在镇（街）成立“扫黄打
非”办公室；“一站”即在村（社区）成立

“扫黄打非”工作站；“一网格”即聘请
兼职网格员。其次，以“一图两化全覆
盖”为核心，完善运行机制，即绘制一
张全方位网格管理图，搭建起强化、制
度化的管理平台，最终实现区域全覆
盖无死角的管理工作。第三，以“多媒
体多渠道多方式”为支撑，完善立体互
动宣传体系。 成都商报记者 戴佳佳

离婚前夕
丈夫受让大额债务

刘强、林妃二人，于2015年4月8日协
议离婚。而刘强所受的这笔350万债务，发
生时间为2015年3月18日，即两人协议离
婚前20天。其中，刘强系群英公司法人代
表。2014年9月，群英公司先后分两次向环
球公司举债500万元。在偿还了180万元
后，剩余320万本金和利息，群英公司再未
继续对环球公司清偿。

2015年，群英公司、环球公司、何某、刘
强四方共同签订了《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书》。
四方一致同意，环球公司对群英公司之债权
转让给何某，群英公司对环球公司之债务则
由刘强承担。至此，四方债权债务变成了何
某、刘强二人间债权债务。随后，何某与刘强
签订还款协议，约定还款细节。而群英公司
则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审理期间
最高法出台补充规定

债权债务转让后，因刘强违约，何某
一纸诉状，将刘强、群英公司、林妃等作为
共同被告，起诉至法院。何某称，由于债务
发生在刘强、林妃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林妃
因此需承担共同清偿之责。最终，林妃是否
应当对前述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成为了
案件争议焦点。今年2月，案件先后两次开
庭。2月28日，最高法就《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24条出台补充规定。补充规定明确，虚
假之债和违法之债不受法律保护。另外，最
高法同时发布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
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明确
了夫妻共债审理中需慎用缺席裁判，需加
强法院依职权调查等。

针对最高法新出台的补充规定，代理
律师紧急向法庭提交了补充代理意见。补
充代理意见中，律师表示，在夫妻感情已
经破裂，即将办理离婚登记时间段内，刘
强无偿代群英公司承担债务，极不合常
理。另外，庭审中，包括刘强、群英公司等
均未到庭。而《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
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明

确，在审理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的案件
中，原则上应当传唤夫妻双方以及债权人
本人到庭；需要证人出庭作证的，除法定
事由外，应当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补充代理意见中，代理律师认为，补
充规定和通知均生效于本案判决之前，对
本案具有拘束力，依法应当予以适用。

未受益
法院判决女方无需担责

今年3月，武侯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判决明确，刘强以个人名义从群英公司

处受让债务，其并未实际获得借款，没有证
据证明林妃、刘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刘
强受让债务而获益，也没有证据证明刘强受
让债务为刘强、林妃共同意思表示，故该债
务不属于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值得注意的，同样是武侯法院，去年也
有一起受让之债引发的诉讼。2012年、2013
年期间，胡华一共向李果借款100余万。此后，
胡华、李果、胡天三人签署协议，因胡华无力
偿还，前述债务转由胡天承接，胡华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在胡天未能清偿后，李果将胡华、
胡天以及胡天之妻王云一起作为共同被告，
要求三人共同偿还。（2016）川0107民初4877
号判决书显示，因债务发生在王云、胡天夫妻
关系存续期间，王云需共同清偿。

罗莎律师表示，将两起案件进行比较
或意味着，自最高法出台补充规定和通知
后，夫妻共债问题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可能
出现了一定变化。“开始审查实质上是否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这是通知和补充规定
出台以后带来的重要变化。”

不过，罗莎也表示，此案和一般的夫
妻共债差异之处在于，这是无偿承受债
务，“解读《婚姻法》41条以及最高法出台的
补充规定和通知，立法原意和最高法意见
其实还是一致的，那就是夫妻共债是以该
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作为基础。受让之
债，相对而言更容易证明该笔债务并未用
于夫妻共同生活。对于非受让之债，要求当
事人对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加以证明，难度
是非常大的。” （文中当事人均系化名）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收款遇上老赖
结案两年未收到一分钱

王先生与四川省润都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因土地租赁发生纠纷，双方
于2015年3月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由
被告四川省润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
2015年6月30日前，向王先生一次性支
付135万元及利息。调解作出后，该公
司并未按期履行，王先生于是向双流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法
院执行人员责令被执行人报告其公司
收支情况，显示该公司仍在正常经营
中，但却一直分文未履行。法院在执行
过程中，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黑名单，并对公司帐户、房产
均进行了查封。这一系列的措施，并没
有真正威慑住被执行人，在长达一年
半的执行期间，一分钱未履行。

据执行法官刘科俊介绍，被执行
公司一直在正常运行，但其银行账户
一直未进账，无钱可执行。在执行初
期，被执行公司拒绝申报财产，并存
在转移财产嫌疑。法院在执行中查封
了公司名下的三套房产，随后公司与
申请人王先生达成和解协议，约定分
期支付，并由第三人提供执行担保。

协议签订后，被执行公司仍然拒
绝执行，法院再次查封了担保人名下
的房产及汽车。然而尴尬的是，被执
行公司名下查封的房产没有产权，无
法处置变现。担保人名下被查封的财
产同时登记有其他案外人的名字，也
无法变现。为此，王先生也在长达两

年的时间内，未能拿到一分钱，且因
执行而支付了不少的费用。

提起刑事自诉
老赖法庭兑付现金

面对这样的尴尬，法律赋予了
权利人追究被执行人刑事责任的权
利。据刘科俊法官介绍，按照法律的
规定，被执行在有能力执行而拒不
执行的情况下，法院可以被执行人
涉嫌拒执犯罪，向公安机关移送刑
事立案，追究其刑事责任，申请人也
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
求追究被执行人的刑罚责任。“移送
公安立案走公诉程序的时间非常
长，且程序复杂，走申请人刑事自诉
程序则较为简单方便。”刘科俊法官
向成都商报记者分析称，在此情况
下，法院引导申请人王先生直接向
法院提起刑事诉讼，追究四川省润
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的刑罚责任。

在此情况下，被执行公司主动
申请到法院调解，并在开庭当日，提
着20万现金当庭履行，表达主动履
行的诚意。在法庭主持下，双方再次
达成执行和解方案。“在执行中，很多
被执行人都是抱着能拖就拖，能赖就
赖的心理，拒绝配合执行。”刘科俊法
官介绍称，但一旦涉及刑事责任了，
被执行人才会真正重视起来，配合
履行执行义务。 张林立 孙丹 成
都商报记者 周茂梅

丈夫受让债务350万元
法院：妻子未受益，无需担责

全市首例刑事自诉老赖案

开庭当日现场兑付20万

3月24日，双流法院刑事审判庭如期开庭，审理全市首例“拒执
罪”刑事自诉案，被告人四川省润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
人到庭。正式开庭前，被告人主动提出先行履行20万元的执行款，并
与王先生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承诺分期兑付欠款。这是王先生申请执
行一年半来，拿到的第一笔执行款。

在应对老赖拒绝执行这个问题上，申请人王先生和执行法院可
谓费劲心力，却仍然在长达一年半的执行期间，无法拿到一分钱。在
此情况下，法院引导申请人提起刑事自诉，向法院立案追究被执行人
公司负责人的刑事责任。从立案到审理，这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被执
行公司主动提出支付方案，并当庭履行了20万元。

成都警方挡获特大通信诈骗团伙

涉及26个省份
受骗人数6000多人

2016年12月19日上午9点55分，随
着成都成华警方抓捕行动的开始，原
本紧闭的公司大门被打开。一门之隔，
将这家位于建设路的公司分成两个世
界。门外，这家销售POS机的公司成绩
卓然，从业务员到董事人员众多，最多
的业务员一个月提成就可以超过2万
元。门内，这家公司以POS机为幌子假
称可以办理高额度信用卡，依靠办公
室里72根业务员的电话线，将通讯诈
骗“生意”推广至26个省份，受骗人数
达6000多人，涉案金额800多万元。

昨日（3月29日），成华警方对外通
报这一特大通信网络诈骗系列团伙
案。“2016年12月初，成华区公安分局
刑警大队打击侵财犯罪中队通过案侦
工作，发现了成华区一个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团伙。”成华区公安分局刑警大
队民警周彻介绍，“所谓的大额信用卡
根本不存在，该团伙收取押金后便销
声匿迹，导致全国各地都有商户及个
人遭受财产损失。”警方在现场挡获涉
案人员92人，其中72人被依法刑拘。在
现场，还发现大量等待邮寄的POS机。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彭婕

回应“控诉信” 大疑点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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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挡获公司业务员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