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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象山法院在审理一起民
间借贷案件中，发现原告公然在诉
状中弄虚作假并伪造证据。法官依
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并作出罚款 3
万元的决定。

原告吴飞称，2017年，被告罗
斌以资金紧张为由向原债权人葛
成惠借款 5万元。葛成惠同意后让
吴飞代其将 5万元汇入罗斌的银
行账户。借款期限届满后，罗斌未
按约还款。2019 年，葛成惠将该

笔债权转让给吴飞，双方签订《债
权（债务）转让协议书》一份，随
后通过电话和邮寄等方式通知了
罗斌。见其并无回应，吴飞遂诉至
法院。

被告罗斌则辩称从未向原告
吴飞和案外人葛成惠借款，本案借
款事实根本不存在。所谓的“5万元
借款”是葛成惠代其姐夫向一家工
程公司缴纳的工程承包保证金，后
因葛成惠姐夫未履行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该笔款项作为损失赔偿不
予返还。

法庭上，原被告各执一词且言
之凿凿。看着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
请求依法提交的证据，承办法官陷
入沉思，发觉事情并不简单。

休庭后，承办法官迅速对证据材
料的真实性进行了审查，发现吴飞向

法庭提交的《债权（债务）转让通知
书》和“EMS快递单”确有蹊跷。一
是罗斌称自己从未向案外人葛成惠
借过钱也未立过借条，既然罗斌不是
债权人，则债权转让的基础事实便不
存在；二是经查实，吴飞提供的快递
单号不存在邮寄信息，“已将债权转
让通知书以邮寄的方式送达给被告”
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
随后，承办法官又对本案关键

人物葛成惠进行调查。葛成惠说，
她不认识被告罗斌，是姐姐和姐夫
向自己借款，并按要求将 5万元汇
给罗斌，之后借款并未归还；自己

也不认识原告吴飞，更没有将 5万
元的债权转让给他，《债权（债务）
转让协议书》和《债权（债务）转让
通知书》上本人的名字及指印均不
是自己的签字捺印。

经过多方审查，本案可以认定
的基本事实仅为“2017年，案外人
葛成惠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 5
万元汇入被告罗斌的账户。”

最终象山法院认为，根据已查
明的事实可知，原告吴飞起诉的所
谓债权 5万元，系葛成惠的姐姐、
姐夫向她所借，因此该债权是葛成
惠对其姐姐、姐夫享有的。而且，葛
成惠表示并未将该债权转让给吴
飞，故原告诉称的法律事实及法律
基础均不存在。

综上，象山法院依法驳回了原
告吴飞的诉讼请求，并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十三
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
百一十六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
决定对其罚款 3万元。
（文中涉案人物均系化名）

伪造证据提起虚假诉讼
原告败诉并被罚款 3万元

记 者 孙建军 俞宇
通讯员 白馨云 郑婧

本报讯 3月 23日，县康复医
院组织开展“同心抗‘疫’、热血助
力”无偿献血活动。共有 11人参与
献血，献血量达 3200毫升（见图）。

献血车上，有为患者做完康
复治疗后赶来的医生，有刚结束
夜班还没回家的护士，有行政后
勤人员；有第一次献血的新面孔，
也有常年坚持献血的熟悉身影。
一股股殷红的血液流入采血袋
中，就像源源不断的生命之源，传
递着爱心与希望。
“不能上一线，就用献血为抗

击疫情尽一份力吧。”多次参加无
偿献血的徐肖肖说。

又讯 在当下抗击疫情的特殊
时期，县综合执法局团委向青年干
部职工发出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的
倡议。不少青年干部职工主动报
名、积极参与，甘当守护生命的热
血“蒙面侠”。

献血当天，大家口罩遮面，分
批有序到达现场。填写表格、体温
检测、测量血压、血样检测、进行献
血……一道道程序严格按照疫情
防控要求进行着。半天时间，来自
局机关、基层中队、智慧城管及县
环卫处的 20余名干部职工参加献
血，合计献血 6600毫升。

撸袖献爱心 热血助力同抗“疫”

野一年之计在于春冶遥贤庠镇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袁抢抓农时袁组织开展春季农业生产遥图为 3月 20日,贤庠镇海墩村种植大户忙着喷洒农药做好病虫害
防治工作遥 （通讯员 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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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记 者 史妮妮
通讯员 张之晗 陆彦名

本报讯 清明节即将到来，3月
24日，县城乡公交机关党支部的党
员们开展网络祭扫活动。通过“云

端”向先烈寄托哀思。
上午 9点，党员们带着口罩陆

续来到活动室，观看革命烈士贺威
圣的事迹影片，学习先烈精神。观
影结束后，全体党员起立，向先烈
默哀三分钟。

为在清明节期间减少人员
流动和避免聚集，根据市县相关
通知要求，我县暂停现场祭扫活
动，开展代为祭扫和倡导网络祭扫
方式。广大市民可通过中华英烈网
（www.chinamartyrs.gov.cn/）“ 致
敬 2020清明祭英烈”专栏或者通
过浙江省英烈网（https://zjgmls.
hdwbcloud.com/pc/index.html#）、
象山县革命烈士纪念馆（gmls.
cnxsg.com.cn/）开展网上祭扫，致敬
英雄烈士。

“云端”寄哀思
网络祭扫敬先烈

特约记者 胡黛虹
通 讯 员 胡潇迪

本报讯 3月 23日上午，当事
人杨某的家人给爵溪派出所打来
电话，感谢民警帮其父亲找回了
走丢的牛。

事情得从 3月 19日说起。当
晚 10点，爵溪街道公屿农村村民
向爵溪派出所报案,说他们村突然
出现了好几头牛。民警赶到现场
后，果然发现有 8 头牛行走在该
村村头的田地里。而不远处就是
一片红美人果树林，假如牛群进
入践踏，损失不可估量。

这牛的主人是谁？民警经排
摸，附近并没有养殖户养牛的情
况。考虑到牛在夜间对车辆以及
灯光敏感，民警先慢慢地把牛群

从田地里赶了出来。随后，把调
查重点延伸到了邻近的大徐辖区。
“通过与大徐派出所社区民警

沟通，最终确定失主是涂茨镇的养
殖户杨某，但是多方联系后一直没
有联系上。为了防止牛群走散，我
们就把牛群暂时赶到一块草地上，
可能是走累了，牛群吃完草就在原
地休息，我们索性安排辅警负责原
地看守，同时继续寻找牛主人。”民
警说。

20日上午 10点左右，民警终
于在公屿码头的滩涂附近找到了
杨某。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杨某
竟然还不知道自己牛群已经“逃

跑”了。原来，杨某的养殖场就
在公屿码头滩涂边，为了方便管
理他自己也住在了那边，谁知一
不留心牛群就“越了界”。

民警化身“牛倌”
帮牛找到归途

记 者 胡星艺
通讯员 童晓海

本报讯 日前，县交警部门在
城区步行街北出口附近开展酒驾
集中整治行动时，查获 2 起醉酒
驾驶，其中一人竟然还是出租车
司机。目前，该名“的哥”已被
刑事拘留。

据了解，当晚 8 时 40 分许，
正在路口设卡的交警拦下一辆经
过卡点的出租车，并上前要求出
示相关证件进行检查。此时，现
场执勤交警闻到司机陈某身上散
发出一股浓重的酒味，便对其进
行了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陈某
体内血液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 100
毫克,属于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
车。随后，执勤交警将其带至医
院进行抽血检验。

陈某坦白，当晚他和朋友在
靖南大街某快餐店吃晚饭，喝了
约半瓶左右的酒，从店里出来
后他就驾驶着出租车回家，途中
并未搭载客人。陈某还说，自己
平时也经常会遇到交警设卡查酒
驾，“我看交警一般都是不查营
运车辆的，就抱着侥幸心理开车
上路。现在想想也挺后悔的，可

是什么都来不及了”。
目前，陈某因涉嫌危险驾驶

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酒驾整治期间，交警将对
经过卡点的所有车辆‘逢车必
查’。”执勤交警表示，出租车
属于营运车辆，为社会公众提
供了较为频繁的公共交通服务，
出租车司机应具有更强的交通安
全意识。

这名“的哥”好大胆
竟醉驾上路!

求职专窗 象山县人力资源市场 3·27信息汇总
1.宁波海达针织印染有限公司：电工机修，4名，男，4500元（45

岁左右）。提供住宿，轮休。地址：爵溪街道新瀛路 80号；联系电话：
59126364。

2.象山天河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车床工，2名，男，3000-6000
元。提供工作餐。地址：丹东街道河西路工业区；联系电话：
13806650103。

3.象山国鑫副食品店：驾驶员，2名，男，10000-12000元（25-45
岁）。轮休。地址：丹东街道丹阳路 1031号；联系电话：18658461577。

4.宁波远翔食品有限公司：普工，2名，男，5000元（42岁以下，
初中以上）。提供食宿，单休。地址：爵溪街道北塘工业区；联系电话：
13968361257。

5. 象山宾佳副食品店：理货收银，2名，2800-3000元（25-40
岁）。地址：象山人民医院内；联系电话：18066280978。

6.象山曼纳大酒店：前台，2名，女，3500元（高中以上）；前台经
理储备，2名，3500元（高中以上）。轮休。地址：丹西街道百花路 76
号；联系电话：13655781072。

7.象山甬侨气动液压有限公司：数控编程，1名，男，25元/时（45
岁以下，初中以上）。地址：城东工业区银河路 236号；联系电话：
13515740703。

8.宁波高宁源机械有限公司：数控师傅，2名，男，6000-9000元。
地址：新桥高湾；联系电话：18858018119。

9. 象山利德自动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主管，1名，男，
8000-10000元（35-45岁）。地址：工业区丹河路 483号；联系电话：
13968320018。

10. 浙江众兴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铝重力铸造工，5名，6000-
12000元；打毛刺，5名，3600-6000元；低压铸造操作工，2名，6000-
10000元；铝重力模具学徒，1名，3200元；外观检验员，2名，3200-
4500元；铝热处理操作工，1名，4800-6000元；加工中心操作学徒，

1名，3200元；氩焊工，1名，6000元。地址：象山象保合作区云智路
50号；联系电话：13245551151。

11.象山久久办公设备有限公司：仓库，2名，女，5万元/年（18-50
岁）；客户经理，2名，女，5万元/年（18-45岁）；技术员，2名，男，5万
元/年（25-50岁）；技术学徒，2名，男，3万元/年（18-30岁）。提供工
作餐。地址：丹东街道新华路 238号；联系电话：13777032699。

12. 象山汇恒科技咨询有限公司：消防工程师，1名，男，3000-
10000元（25-45岁，大专）；注册安全工程师，1名，男，3000-10000元
（25-45岁，大专）；电气工程师，1 名，男，3000-10000 元（25-45 岁，
大专）；中级工程师，1名，男，3000-10000万（25-45岁，大专）。双休。
地址：丹东街道下半河 181号；联系电话：13505740232。

13.宁波英海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灯具装配工，10名，4000-6000
元（18-45岁，初中）；灯具喷粉工，1名，男，160-200元/天（30-50岁，
初中）。提供住宿。地址：墙头西沪港路 31 号；联系电话：
13989342735。

14. 象山博雅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实习设计师，2名，1660
元。地址：靖南大街 888号；联系电话：13806650918。

15.象山伟民漂染有限公司：统计核算员，1名，女，2500-5000元/
月（高中以上）；仓库保管员，2名，2500-4500元（高中以上）；质检员，
2名，2500-4500元（初中以上）；烘干员，5名，男，4000-4500元以上
（初中以上）；挡缸工，5名，男，4000-4500元（初中以上）;倒纱工，5
名，3500-6000元（初中以上）；打包，3名，男，3000-4500元（初中以
上）；清洁工，1名，3000-3500元；打杂，1名，3000-4000元。地址：城
东开发区万隆路 616号；联系电话：13906840180。

16. 象山鸿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财务兼文员，2名，2800-3000
元（30-35 岁，中专）；水电维修，2 名，2800-3000 元（50-60 岁，高
中）；绿化养护，2名，2800-3000元（50-60岁，初中）；保安，5名，
2700-3000元（55-60岁，初中）。单休。地址：丹西街道瑶琳小区 96

号 2楼；联系电话：13867830128。
17.象山林宏机械厂：数控车床，2 名，男，5000-7000 元（20-40

岁，初中）；镗床工，1名，男，5000-7000元（30-50岁，初中）；学徒，2
名，男，1660元（18-25岁，初中）。提供工作餐。地址：大碶头老缝纫机
厂内；联系电话：13968386606。

18. 宁波新时达现代电梯有限公司：电梯维修学徒，2名，男 ，
3000-4500元；电梯维修管理，1名，男，3000-4500元。提供住宿。地
址：丹东街道丹峰小区；联系电话：13095940852。

19.崧荞纺织（宁波）有限公司：值机，15名，3000-12000 元（18-
35岁，初中以上）；验布，2名，3000-5000元（18-45岁，初中以上）；机
修，2名，男，3500-10000元（18-45岁，初中以上）；清洁工，2名，2800
元（60岁以下，初中以上）。地址：丹西街道丹阳路 212号；联系电话：
13429228525。

20.宁波铭汇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砂铸普工，10名，5000-7000元
（25-50岁）；电焊工，3名，6000-8000元（25-50岁，持证上岗）；气割
工，3名，6000-8000元（25-50岁，持证上岗）；电工，2名，6000-8000
元（25-50岁，持证上岗）；检验员，5名，5000-6000元（25-50岁）；打
磨工，10名，6000-10000 元（25-50岁）。地址：贤庠镇；联系电话：
65645530。

21.宁波德克尔运输设备有限公司：冲床工，20名，3500 元以上
（18-55岁）；焊接工，10名，4000元以上；包装工，20名，3000元以上
（18 -55 岁）。地址：贤庠镇岙里弄模具集聚区；联系电话：
13506685823。

22. 象山丰德塑业有限公司：脱模操作工，11名，7000-8500元
（35-45岁，初中以上）；脱模跟班，6名，5800 左右（35-40岁.计件）；
产品包装，4 名，100 元/天（40-50 岁，计件）；产品切割，2名，4000-
6500元（35-45岁，计件）；勤杂工，2名，3600-4500 元（35-50 岁，初
中以上）；业务员，2名，3500元+提成（30-35岁，大专以上）；质检员，

2名，3600-4500元（30-35岁）。地址：贤庠镇港口工业小区；联系电
话：15888170805。

23.宁波坤宸机械有限公司：模具设计工程师，5000-15000元。地
址：城东工业区万隆路 602号；联系电话：13857412769。

24.宁波福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采购员，2名，5000-7000元；质
检员，2名，4000-5000元；维修工，3名，4000-4500元；焊锡工，3名，
3800-4500元；操作工，30名，3500-4000元；打螺丝，5名，3500-4200
元。地址：贤庠镇西泽塘工业区；联系电话：18367405186。

25.象山县三洋实业有限公司：操作学徒，5名，2000-5000元；挡
缸学徒，3 名，2000 -5000 元。地址：贤庠镇西泽；联系电话：
13732123812。

26.象山贤庠协力模具加工厂：泡沫操机工，1名，7000-8000 元。
地址：贤庠镇；联系电话：15268394016。

27.象山利怡针织有限公司：日语翻译，1名，10万元以上/年。地
址：爵溪新瀛路 42号；联系电话：13906609076。

28.宁波大舜传动机械有限公司：车床工，3名，男，4500-6000元；
钳工，1名，男，3500-4500元。地址：工业区创业路 31号；联系电话：
13989358288。

29.宁波瑞鑫汽车饰件有限公司：检验员，5名，4500-5000元（20-
35岁）；普工，20名，4000-4500元（20-45岁）。地址：象山泗洲头镇；
联系电话：15058277636。

30.宁波海曙际沣船员服务有限公司：金枪鱼钓船员，28 名，男，
6000-8000 元（18-43岁）；鱿钓船船员，28名，男，6000-8000元（18-
43 岁）；船厨，10 名，男，7000-9000 元（18-43 岁）；船医，3 名，男，
10000-12000元（18-43岁，中专）；职务船员 ，12名，男，10000-15000
元（18-45岁）；金枪鱼加工厂，68名，女，3000-8000元（18-45岁，初
中）。提供食宿。地址：宁波海曙区柳汀街 369 号；联系电话：
18257413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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