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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昆疫下打油詩

鳥嬉戲１

辣木樹上鳥遊戲，
上躥下跳鬧嘻嘻。
天氣陰陰微微風，
清脆鳥鳴聲不息。

誰能找到這兩人的「錢包」
賞金可達1億元 

這是真的。

3月23日，「北京二中院」官方微信號

發佈一則懸賞公告，誰能提供兩名被執行人

的有效財產線索，最高可得1.1億元的高額獎

勵。

這樣高的賞金可以說極其少見，真可謂

天上掉下來一個大餡餅，網友紛紛評論「發

大財的機會到了」。

問題是，這樣的餡餅你撿得到嗎？

天價懸賞
「北京二中院金色天平」是北京市第二

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北京二中院」）

官方微信平台，3月23日其公佈的一則懸賞公

告顯示，「北京二中院」在執行共青城磐暉

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申請執行朱

吉滿、白莉惠一案中，被執行人拒不履行生

傚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

其中，被執行人一是朱吉滿，住所為陝

西省西安市；被執行人二是白莉惠，住所為

陝西省西安市。

「北京二中院」指出，為維護法律尊

嚴，保障申請人勝訴權益，督促被執行人履

行生效文書，現依據申請執行人的懸賞申

請，根據相關法規，特發佈懸賞公告。

其懸賞條件為，舉報人提供可供執行財

產線索並經查證屬實的（不含本院已掌握線

索），按照執行到位金額的10%予以獎勵。

換言之，誰能提供朱吉滿、白莉惠二人

真實有效的可供執行財產線索，將按實際執

行金額的10%獎勵。

由於該案的總執行標的金額為11.1億

元，那麼，按10%計算，獎金最高將達到1.1

億元。

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韓興謙律師告

訴，根據我國法律及相關司法解釋，在法院

執行過程中，法院可以根據申請執行人的申

請決定、採取發佈懸賞公告的方式查找被執

行人可供執行的財產。因此，北京市二中院

的懸賞公告是有法律依據的。當然，該懸賞

及其金額是本案申請執行人主動向法院申請

後，法院做出決定的。

韓興謙表示，至於賞金數額的多少，舉

報人並非一定可以拿到1.1億元，要依據其提

供的線索最終達成的執行到位金額而定。

懸賞公告顯示，舉報人如有具體線索，

可向北京市豐台區方莊路10號北京市第二中

級人民法院執行一庭提供。

整合大戲
執行標的金額為11.1億元，獎金最高達

到1.1億元，看來這事不小。

事實上，朱吉滿、白莉惠二人還頗有來

頭。

公開資料顯示，被執行人一朱吉滿曾在

西安一家醫院任眼科醫師，結識了妻子即另

一名被執行人白莉惠。

1992年，朱吉滿下海經商，從事藥品代

理銷售工作。

2000年，朱吉滿買下了瀕臨倒閉的黑

龍江康復研究所附屬藥廠，並改制為譽衡藥

業。此後，其經營規模迅速擴大。

2010年，譽衡藥業在深交所上市。由

此，朱吉滿開啟了買買買的擴張步伐。

據介紹，自2010年上市以來，譽衡藥業

堅持「產品領先」戰略，通過外延併購、合

作代理、自主研發、海外引進等多種方式豐

富公司產品線，實現了由上市初狹窄單一的

骨科治療領域向現有心腦血管等大治療領域

的拓展，形成了包括心腦血管領域、骨骼肌

肉領域、營養用藥領域等多個重磅級產品集

群的局面。`通過外延式併購，譽衡藥業吸納

了蒲公英、澳諾（中國）、上海華拓、南京

萬川、普德藥業等新成員企業。

譽衡藥業公開表示，某種意義上看，公

司的發展史就是一部整合史。

在大舉整合之下，朱吉滿、白莉惠夫

婦的財富也水漲船高。2010年，朱吉滿、白

莉惠夫婦以50億元的財富首登胡潤百富榜；

2015年，達到其財富的巔峰130億元，儼然是

雄踞一方的「黑龍江首富」。

不過，與此同時，由於併購需要大量資

金，而朱吉滿、白莉惠夫婦自有資金有限，

二人通過股權質押、銀行借貸等方式大舉借

債，其中就包括向共青城磐暉投資管理合夥

企業（有限合夥）借債。

在此前借貸擴張時，由於步子太快，很

多併購中存在虛高的商譽，而且整合效應遞

減，同時債務高企，危機隨後一觸即發。

2018 年，譽衡遇到了自上市以來的最

大危機。年初，控股股東方譽衡集團即朱吉

滿、白莉惠夫婦前期的過度擴張疊加金融的

去槓桿因素，引發控股股東的股權質押出現

問題，公司股價出現非理性踩踏式下跌，媒

體上負面消息頻發，公司經營受到各種質

疑。

2019年，譽衡藥業歸母淨利潤為-26.62

億元，幾乎虧掉了2010年上市以來的所有盈

利。

2020年7月，譽衡藥業發佈公告，控股股

東譽衡集團面臨破產重整。2022年11月，哈

爾濱中院終止譽衡集團的重整程序，並宣告

譽衡集團破產。

而朱吉滿、白莉惠夫婦，也在2022年9

月，從譽衡藥業黯然去職。

截至2022年底，譽衡集團所欠下的無

財產擔保債權金額至少共計65.2億元，而譽

衡集團所持有的譽衡藥業股權價值僅十多億

元，朱吉滿、白莉惠夫婦在一路整合中留下

一個債務大坑。

警惕股東隱匿財產
2023年1月，隨著譽衡集團所持有的譽

衡藥業股權被以十多億元的價格拍賣，朱吉

滿、白莉惠夫婦手中最值錢的財富已經灰飛

煙滅。

但從債務總額來看，譽衡集團背負的債

務遠大於其資產。

朱吉滿、白莉惠夫婦與共青城磐暉投資

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之間的債務糾紛

也遲遲未能化解。

那麼，朱吉滿、白莉惠夫婦真的是沒有

可以執行的財產了嗎？

僅從上市公司譽衡藥業公告來看，在

2017年—2021年這五年，朱吉滿每年的薪酬

為240萬元，那麼5年薪酬總和為1200萬元。

此外，從譽衡藥業分紅來看，僅僅2011

年上市後第一次分紅，朱吉滿、白莉惠夫婦

從上市公司獲得分紅金額就高達數千萬元。

這意味著，朱吉滿、白莉惠夫婦的個人

財富仍然值得追溯。

從近年來的商業案例來看，即使公司破

產，公司股東活得滋潤的大有人在。

最典型的當是賈躍亭，儘管樂視背負巨

額債務，賈躍亭個人是老賴，其家人仍能坐

擁數億財富。

不過，儘管如此，債務糾紛中執行難可

謂普遍存在。

韓興謙表示，有關部門近幾年一直在多

措並舉努力解決執行難的問題，例如，司法

系統建立了網絡查控系統，與公安、金融等

多個網絡進行了聯通，已經比較有效地提升

了司法執行的能力。另外，建立了懲戒失信

被執行人的機制，加強執行隊伍建設，破除

地方保護主義等，已經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

果。

然而，目前執行難的問題還沒有徹底地

扭轉，原因是多方面的。被執行人方面，有

些被執行人通過隱匿、轉移財產等方式逃避

執行，甚至對抗執行。法院方面，部分基層

法院的執行信息化水平及執行能力還有待提

高，執行聯動機制沒有得到有效運行。申請

執行人方面，申請執行人缺少取得被執行人

財產線索的能力，並且很多執行案件中律師

的介入程度和發揮的作用也往往較低。

對於執行難題，韓興謙建議，首先要

強化目前的執行機制。例如，網絡查控系統

的廣度和深度繼續加強，並且增強持續監控

的能力；對失信被執行人的懲戒機制繼續深

化，使失信被執行人感受到更大的壓力；繼

續加強法院的執行隊伍的建設；增強律師的

作用。

尤為重要的是，要完善執行法律體系。

韓興謙表示，目前我國民事強制執行法的立

法工作正在推進中，執行制度將會更加完

善，法律依據更加豐富，無疑是實質性扭轉

執行難的重要法律基礎。

此外，還需要完善信用體系。通過信用

體系的完善促進全社會對誠實信用的重視與

尊重，只有全社會都具有誠實信用的風氣，

執行難才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轉。

賣二手物品「耍詐」，需要假一賠三嗎？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發佈了一批網絡消

費典型案例。其中，上述涉及閒置物品交易

模式的責任認定引發關注。

作為眼下數字經濟中常見的一種交易模

式，閒置商品的處置既帶來便利，也頗有爭

議。個體對個體交易，沒有明面上的經營行

為，不能直接開具發票，是否應承擔經營責

任？長期以來，答案並未明確。

該案件中，法院為何判定賣家的行為構

成經營者責任？買賣二手貨，需不需要假一

賠三？

「非偶然、少量處理閒置物品」
在浙江曉德律師事務所創始人陳文明看

來，對於「經營者」身份的認定是此次典型

案例最典型的地方。

二手貨市場、跳蚤市場、閒置物品買

賣……現如今，各類閒置商品交易平台層出

不窮，但其中卻參差不齊。

二手消費電子產品交易和服務平台萬物

新生(愛回收)相關負責人向介紹稱，目前二手

市場主流模式分為C2C和C2B2C，C2C模式更

適合非標性極強的個性化產品，如玩具、鞋

服等。而C2B2C則更適合具有一定標準化屬

性的產品，如3C、汽車等。

在愛回收看來，二手3C行業傳統的產業

鏈交易層級眾多、交易鏈路長，容易滋生信

息不透明、信任缺失、買賣雙方匹配和交易

效率低等多種問題。

比如說，在一些閒置物品交易平台上，

就有一些經銷商偽裝成普通個人，與用戶進

行交易。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就發佈了這樣一則

典型案例：

2019年9月，王某為求學所需，在某二手

交易平台中陳某處下單購買某品牌筆記本電

腦一台，收貨後發現該電腦外觀磨損嚴重，

無法正常充電使用，後送至官方售後檢測發

現電腦內部電池鼓脹、有非官方拆改和非原

廠部件，與陳某所宣傳的95成新明顯不符，

王某聯繫陳某退貨退款遭拒。

王某認為陳某構成欺詐，訴至法院請求

陳某退款並按照價款三倍賠償。陳某辯稱，

其在二手平台處理自用二手物品，不屬於消

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的經營者。

審理法院認為，本次合同成立前，陳某

通過其二手平台賬號多次銷售某品牌電腦等

電子設備，非偶然、少量處理閒置物品，超

過一般二手閒置物品處理的合理範疇，具有

以盈利為目的持續性對外出售商品獲利的意

圖，故陳某具有電子商務經營者身份。根據

雙方聯繫情況看，雙方是以涉案電腦為正品

電腦作為交易前提，而涉案電腦經檢查設備

內部固態硬盤非原裝部件，設備有非官方拆

改痕跡，即涉案電腦並非正品二手電腦。被

告構成欺詐，應當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依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

五十五條之規定，判決陳某退款並按照貨款

三倍賠償。

因何典型？
建立案例指導制度的直接目的，在於促

進「類案同判」，幫助下屬法官理清裁判思

路，明確裁判規則，指引裁判方法。

在陳文明看來，典型案例本身有標桿性

的作用，雖然沒有強制性，但其他法院在受

理類似的案件的時候，也會按照這個案例，

從保護消費者的角度考慮。

他認為，二手物品市場有著自身的特

性，「表面上看是個人的，也不需要什麼營

業執照，實名認證就可以」。協助個人或公

司物品的出售，可能是平台的本意，但有些

人為了規避工商監管，選擇「另闢蹊徑」。

一些賣家的真實身份就是經營者，但他

們得以借助平台規避了經營者的風險。

陳文明指出，本案中，被告認可了涉

事商品是他出售的，而且商品也鑒定出了問

題。但實踐中，取證往往很難。比如怎麼證

明，消費者收到的東西就是賣方寄出的東

西。

「很多消費者在證據留存的意識上是有

欠缺的，比如拆包裹的時候，可能沒有拍商

品。」他表示，「道高一尺」還可能「魔高

一丈」，賣方裝完包裹，拍了視頻以後，又

可能更換了包裹，消費者收到的東西，和賣

家拍的視頻不是一個東西，消費者就很難舉

證了。同時，賣家也未必同意退貨。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

法》，賣方必須是經營者，且有欺詐行為，

消費者才有權要求懲罰性賠償。

據最高法民一庭庭長陳宜芳介紹，二

手物品交易平台的出現有利於閒置物品的盤

活、再利用。但在現實中，有些人在二手交

易平台以交易閒置物品的名義進行經營行

為，商品出現問題後又以僅是自用閒置物品

交易為由拒絕承擔經營者責任。

在閒置物品交易中，怎麼定義「經營

者」？「只有準確將賣家界定為《消費者權

益保護法》規定的經營者，才能適用《消費

者權益保護法》的相關規定，尤其是消費欺

詐的退一賠三的懲罰性規定。」陝西恆達律

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趙良善表示。在這個問

題上，一直沒有明確的法律或者司法解釋來

考量，對賣家身份的界定，存在一定難度。

案例中，法官作了個「推斷」。

「在該案例中，法院綜合銷售者出售商

品的性質、來源、數量、價格、頻率、收入

等情況，認定以盈利為目的持續性銷售二手

商品的銷售者，應當承擔經營者責任，有利

於更好地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對於類似案

件的處理具有借鑒意義。」陳宜芳表示。

簡而言之，以盈利為目的持續性銷售二

手商品的個人，也應該對所售商品的質量承

擔經營者責任。

平台該監管嗎？

物資循環利用，讓買賣雙方得利，於社

會發展而言，也有更廣闊的戰略意義。

全國政協委員李學林在今年兩會中表

示，綠色消費是實現可持續生態發展的動

力，而推動閒置流轉起來，是串起循環產業

鏈，「變浪費為消費」的最佳方式。

在創收之餘，可能有些不為人知的是，

閒置商品交易也是助力「雙碳」目標實現的

重要抓手。物品的交易和再利用，有效避免

了原料消耗與能源消耗，從而實現個人消費

端的碳減排。

清華大學能源環境經濟研究所等機構發

佈的《2021中國閒置二手交易碳減排報告》

顯示，預計到2025年中國的閒置物品交易有

望突破3萬億元。閒置交易將成為大眾參與度

最廣、參與門檻最低的低碳環保行為之一。

但居中的閒置交易平台，因其自身的經

營模式——非擔保交易、沒有7天無理由退貨

等，飽受詬病。缺乏監管的交易，江湖話稱

「水很深」。

一位閒置交易平台的用戶向講述了朋友

的一個經歷：一個賣家，把自己挖礦的顯卡

（損耗嚴重）作了處理，標注為正常使用的

二手顯卡轉手，功能可以正常維持幾個月，

等消費者確認收貨，賣家就把自己的賬戶註

銷了。獲取他人的物品圖片但聲稱是自己商

品的原圖、偽造原購買信息、隱匿瑕疵等，

也是平台交易中常見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