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调查

本报讯 （记者 娄伟杰 通
讯员 关耳）“原告章某明知虚
假证据仍向法院提交，该虚假诉讼
行为已严重妨害了法院正常的诉讼
秩序，决定对章某拘留 5天，罚款
10000元。”日前，在县法院第八审
判庭，三名承办法官分别对同一名
原告作出了处罚决定。这到底是怎
么回事？

事情还要从三个月前说起。
今年 9月，章某先后向法院起诉要
求王某等3人归还借款各15万元，
并提供了三份借条及银行转账记
录。立案后，承办法官逐一联系三
被告了解情况，却得到了另一个答
案，他们称并不认识章某，也从未
向章某借款，更没有出具过借
条。

为查清真相，三名承办法官将
章某传唤至法院，对三笔借款的情
况进行了详细询问。经询问后，章
某承认此前并不认识三名被告，三
笔借贷均是由案外人李某牵线搭
桥，在将钱款打入三人账户后，李
某给了自己三份借条，其并不知道
借条的真假。

借条上明明有三被告的电话，
且均能取得联系，按照常理推断，
如果借贷属实，原告应首先向三名
被告催讨，催讨无果后才可能向法
院起诉。然而，章某却在一次都未
催讨的情况下直接向法院起诉，这
一系列的疑点引起了承办法官的
警觉，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为此，承办法官再次传唤原告
章某到庭，当面通过电话与李某取
得联系了解情况，同时截取了章某
与李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经

过一番调查后，事情的真相让三名
法官哭笑不得。

原来，李某与章某打算合作帮
助他人向银行倒贷并以此赚取利
息。2017年 10月，李某因缺钱，假
以倒贷为由，以王某等 3人名义向
章某借钱，并出具了三份借款人署
名为王某等 3人的借条。若事情
到此为止，其因不知实际借款人而
凭借三份借条向法院起诉，章某还
是一名受害者，事情也不会如开头
那样。

但实际上，2017年 12月，李某
已经向章某坦白当初自己给他的
三份借条是假的，45万元也都是自
己用掉了，同时以自己的名义重新
向其出具了一份借条，承诺会尽快
还款。2018年 10月，章某还曾报
警称李某出具假借条骗钱。

然而，李某本身还欠了一屁股
债，并没有还款能力，章某在多次
催讨未果后便动起了歪脑筋。起
诉前，章某通过微信告知李某，为
了减少自己的损失同时减轻其还
款压力，要起诉王某等三名被告还
款。至此，章某从一名受害者转变
成了一名违法者。

县法院经审理认为，章某明知
虚假证据仍向法院提交，企图使法
院作出错误裁判，其虚假诉讼的行
为违背了民事诉讼应遵循的诚实
信用原则，严重妨害了法院正常的
民事诉讼秩序，应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故对其作出上述处罚。

经批评教育，章某深刻认识到
了自己的错误，并在法院作出处罚
后及时缴清了罚款。

明知是“假借条”仍起诉

一受害者秒变违法者

MINSHENG XINWEN 3民生新闻
ninghainews@sina.cn

2019年12月10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徐荐荃 电话：65577917 校对：葛优琴 版式：张奕国礼、有机、香木海黑茶 北斗北路76号 65592259
桃源中路149号 65581277

记者 方景霞

11月 27日，全国携号转网服
务正式启动，这意味着市民在号码
不变的情况下，也能自由选择运营
商了。携号转网有什么条件？怎么
办理？上线10余天后，大家的反响
如何？日前，记者带着市民关心的
几个问题进行了调查采访。

携号转网
需满足五个前提

根据工信部携号转网规定，已
实名登记、无欠费、客户状态正常、
无在网约定期限限制的活动或受影
响的业务、距离最近一次携号转网
已满120日的个人客户，满足以上全
部条件，即可办理携号转网。

前三个条件很好理解，无在网
约定期限限制的活动或受影响的业
务又是什么意思呢？客服人员解
释，在网约定期限限制的活动，简
单来说就是参加或购买了有期限限
制的业务，例如很多优惠业务，一
般都有期限限制，包括预存保底消
费、充话费送话费、流量优惠包、
合约机等等。这些业务需要提前解
约，才能办理携号转网。而受影响
的业务，包含亲情网、虚拟网等，
因为与其他事项有关联，也必须取

消才能办理。

线上线下均可办理
但不能跨省

前提清楚了，怎么知道自己符
不符合条件，具体该怎样办理
呢？

记者了解到，目前三大运营商
的办理流程基本一致。市民可编辑
短信“CXXZ#姓名#身份证号”，
发 送 至 原 运 营 商 客 服 号 （如
10000、10010、10086），查询电话
号码是否满足符合携号转网条件。
如 符 合 条 件 ， 可 再 编 辑 短 信

“SQXZ#姓名#身份证号”，发送至
原运营商客服号，获取携号转网授
权码。收到授权码后，在授权码有
效时间（1小时）内携本人身份证
到归属地移动营业厅或移动渠道办
理入网。

目前，移动携号转网专属服务
营业厅为环球中心营业厅（气象北
路 295号）；联通兴宁南路营业厅、
西子营业厅、西店营业厅开通了携
号转网业务；电信中心厅、跃龙园
丁营业厅、桃源回浦营业厅、西店
营业厅、梅林营业厅、桥头胡营业
厅、黄坛营业厅开通了携号转网业
务。与此同时，记者也注意到移
动、联通宁波官网、移动公众号已
经开通了线上办理携号转网业务。
符合条件并获得授权码的市民，可
以直接线上办理入网手续。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携号转

网也不能跨省，只能在本地网内
携号转运营商。此外，如果市民
购买的手机不支持转入运营商
（例如购买的手机不是全网通，只
支持三大营运商其中一家），则还
需要更换手机。

在网定期协议
成延迟转出主因

携号转网可谓是回应群众呼声
的一大惠民举措。原来大家要换运
营商就不得不换号码，而不少市民
因为号码绑定了银行、邮箱、购物
等平台，号码换了，就要“牵一发
而动全身”，其中的麻烦不言而
喻。如今可以携号转网了，是不是
方便多了呢？听听市民怎么说。

“我用的是移动号，就等着携
号转网实施后，转到电信，顺便办
理宽带业务。”市民李先生告诉记
者，他编辑了短信咨询，发现自己
的号码有充话费送话费业务，还要
7个月到期。考虑到违约要付违约
金，而自己也不急，他准备等合约
到期后再去办理。微信网友“一米
阳光”告诉记者，她有预存保底消
费业务，还有优惠流量包等其他合
约，也准备等合约到期后再办理。

记者采访发现，受访的几个市
民都有合约，大部分有转网意向的
市民，都因为合约而延迟了转网时
间。不过，如果没有合约在身，携
号转网就很方便。市民小陈足不出
户就帮父亲办理了携号转网，“我

爸就一个基本套餐，没有限期合
约，获取授权码之后，直接在网上
营业厅办理了转入手续，整个过程
不超过10分钟。”

与此同时，也有市民认为违约
金收取不合理。市民李先生就表
示，“之前办理业务的时候根本就
没提违约金这回事，也没收到什么
协议，现在突然出现违约金，让人
有点不能接受。”

咨询多办理少
还在观望中

今年 9月 19日，天津、海南、
江西、湖北、云南 5个携号转网前
期试点省市正式提供“携号转网”
服务。从试点来看，携号转网后可
能出现收不到验证短信的情况，一
些第三方平台的充值功能也没法使
用，这让许多有意向的市民始终停
留在观望层面。

记者分别走访了移动、电信和
联通营业厅，在每个营业厅停留了
半个小时，发现顺口咨询携号转网
业务的市民较多，真正办理的市民
一个都没碰到。一名咨询了携号转
网业务的市民表示，目前只是了解
一下情况，具体想等这个业务完善
一点，再决定要不要办理。工作人
员也告诉记者，办理携号转网的客
户有，但是并不多，具体办理人次
不方便透露。

携号转网正式上线
观望者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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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护航服务队
热心捐冬衣（被）

近日，跃龙街道妇联和北星社
区组织开展的“捐冬衣被献爱心”
行动，得到了辖区“姊妹护航服务
队”成员们的积极响应。她们共捐
赠崭新或半新的衣物、棉被400余
件（套），打包发给云南德宏州的
困难群众，用实际行动奉献爱心、
传播正能量。

（记者 惠广亮
通讯员 华建平 葛晓蒙 摄）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屠以
撒） 日前，市民金先生在百姓
事马上办平台发帖称，县第二职
业中学附近因施工导致路面坑坑
洼洼，给市民出行造成不便，且
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
门能及时修复。

据了解，金先生家住梅林街
道半洋村，上下班都要经过此路
段，加上午饭也是回家吃，每天
至少要走 4 趟。金先生告诉记
者，不方便通行的路段是从高速
公路桥洞处开始到二职高后门位
置 （即去半洋村的路段），长约
250米，中间有 2处是之前铺设污
水管道和电缆后未进行及时修复
导致的路面高低不平。金先生表

示，该路段属于附近村民通行和
周末学生家长接送孩子的必经之
地，人流量较大，加之晚上比较
黑，很容易出事故。

针对金先生反映的情况，记
者来到现场实地查看。从梅林南
路往北行至县职教中心创业园，
再往东约 250米，就能看到金先
生所反映其中一处未修复的路
段。这段路名为职高路，据记者
观察，来往的车辆不少，短短十
来分钟就通过了 20辆左右。骑电
瓶车的王女士路过告诉记者，下
雨天或者光线较暗的时候，过这
条路就要非常小心了，不然很容
易栽倒。

记者将这一情况向梅林街道
进行了反映。街道领导表示，已
安排相关科室负责人员前往现场
进行勘察，同时约谈该路段施工
单位负责人落实整改措施。施工
方表示，将在本月内完成修复，
在此期间，街道将对施工进度进
行监督，早日还市民一条平安路。

施工后道路未修复 影响村民出行

街道回应：已约谈施工方
力争月底前完成修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