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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靠白手起家发展起来的残疾人企业花６００多万元购置了“残疾人之家”办公大楼，可法院硬是
“认定”他们欠施工队的购楼款不还．一纸判决之后，法院便假借拍卖还债之名将办公大楼、包括残疾
人职工在内的２８户个人住宅和全部商品、物资等进行所谓的“拍卖”，如同己有一般，任其支配，骗
取横财，所谓拍卖的近千万元巨资和物资不知去向，使这家闻名全国的残疾人企业直接经济损失高
达８００多万元，最终导致了企业破产。数百名残疾人职工被迫解散回乡，至今无业所从，生活无以为继
，寝食难安！
这家时值蓬勃发展时期的残疾人企业就是闻名遐迩的延边福利实业公司。他们以为城市的发展空
间更大，发展的道路更平坦，因此，他们踌躇满志地从龙井县朝阳川小镇大举迁徙到延吉市。殊不知
，他们从此走进了城市，但也从此走进了厄运。
一、厄运临近
吉林省延边福利实业公司是二级肢体残疾人朴时旭带领２名残疾人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发展起来的
大型残疾人企业，曾先后隶属于延边州残疾人联合会和延边州民政局。公司职工３３２人，其中各类残疾
人职工２５２名，占全部职工的７５．８％，累计安排残疾人就业５８７人次。公司机构设置六部一室，拥有一个
商场、三个分公司、三个经销商店，一个塑料厂，一个橡胶厂，服装厂和几十个有奖福利募捐销售部
。全国工商联营网点１８０多个，固定资产达８００多万元，年营业额达５０００多万元，年利润百万元以上，
为残疾人就业培训５００多人次，为残疾人的生活、就业等累计支出费用１０００多万元。从１９８８年起向国家
缴纳税金２５０多万元，向社会提供捐助３００多万元，被社会各界誉为“延边残疾人之家”。
为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为安置更多残疾人就业，拓展公司业务，１９８８年末该公司从龙井市朝阳
川镇迁至延吉市，并将原来的朝阳川社会福利劳动服务公司改名，于１９８９年７月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工
商局登记注册成立了延边福利实业公司（以下简称“福利公司”）。
然而就是这次为图谋大业、谋大发展的大搬迁却为福利公司惹来了“灭门”之祸。
１９８８年８月，福利公司通过广告，在延吉市公园斜对面、延吉市第四百货商店的西侧看中了即将完
工的一幢楼房。但因此楼已有部分门市房、楼层等先前被订购出去，公司无法将整幢大楼买下，只好
与“销售”此楼的延吉市人防工程公司第二施工队（以下简称“施工二队”）签定了“购销房屋合同
书”，将此楼的一至五层的部分房屋买下，并支付了１６０多万元的购房预付款。
哪曾想，就在搬家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一屋三卖”的麻烦。这个施工二队把福利公司已经购买的
大楼东侧的一、二楼门市房不仅同时卖给了延边州××公司建材商店，又抵债给了延吉市人民银行下
属的××城市信用社，而且分别把房门的钥匙给了两个房主，至使发生了福利公司和建材商店两个房
主因争抢房屋而发生冲突的严重事件。
这起事件对福利公司来说不过是厄运即将来临的前兆。
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７日，“施工二队”因拖欠图们市人民银行××城市信用社（以简下称“图们银行”
）２６１万元贷款，被告到延边州法院，州法院遂于１９８９年６月１５日作出了（８９）经字第５９号《民事调解
书》，限“施工二队”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２１日前偿还１００万元，１９８９年８月１０日前将本金２６１万元及利息３３９
，３３９，３６元，共计２，９７８，３１９，３６元全部还清。（此案的审判长是金××法官和审判员韩××法官
。）
调解虽然成立，但施工二队仍未如约履行调解。依办案常规，州法院理应根据执行人的申请对施
工二队给予强制执行。当时施工二队所在的延吉市人防工程公司（以下称作“人防公司”）注册资
金１００万元，而且企业主管局延吉市人民政府“人防办”有上千万元的支付能力。“人防公司”在延吉
、珲春、龙井市等地有项目工程应收款５００多万元，完全有被执行的财产来源。但法院对施工二队却有
一幅慈眉善目之相，压根就没想启动强制执行程序，究竟为何？
一边是谁也富不过的银行，另一边是到处都有“不动产”的房地产建筑商，无论扔了谁的好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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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心疼。即便如此，可案子还得办。当这些法官得知施工二队有一座新建的综合楼，而这座楼房的最
大购房户就是实力雄厚的福利公司时，他们就确立了办案的宗旨——让福利公司出钱为施工二队偿还
贷款。
一个法警掏出手枪，大发喉急：我非要收拾你们不可！几位法官开着福利公司的小车为福利公司
清缴债务，清讨回来的钱却任由他们挥霍。因公司对他们叫停而惹恼了这帮“讨债队”；一位法官装
修房子，要福利公司资助未能如愿；又一位法官假买真要福利公司商品未能使其满意；还有一位法官
向福利公司索借３万元，福利公司不知其真意，到期便派人向这位法官催还借款……朴时旭与州法院的
人结下的梁子已经很深了，难怪他们说朴时旭太牛了，非要收拾他不可！机会终于来了。他们将怎样
整治仇视已久的这个残疾人企业呢？
二、厄运难逃
怎样才能撬开福利公司的金库，让福利公司替第二施工队偿还贷款，借机彻底摧毁福利公司呢？
经过州法院、第二施工队和图们银行的密谋，一起全国罕见的特大残害残疾人和残疾人福利企业的案
件渐渐拉开了黑幕，时间是１９８９年３月末。
州法院明知这幢综合楼已被第二施工队大部分卖了出去，却硬是依仗权势将福利公司、延边州×
×公司建材商店、延边州××物资经销处、延吉市××汽车配件商店和一家食品商店五家购房户召集
到州法院经济庭“开庭”。此次“开庭”的中心议题是，第二施工队欠银行的贷款未还，由图们银行
收回综合楼的售房权，将综合楼的产权交归图们银行。
办案法官毫无顾忌地挑明此意，令购房户们瞪目结舌。当时他们只知道法官们的要求不合理，却
没想过人民法院在严重侵权犯法。他们严辞拒绝了法院的无理要求，愤然离去，并告状到州人大。
后经查实，第二施工队根本就不是法人单位，也没有销售房屋经营许可证及企业营业执照，更不是什
么延吉市人防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综合楼的开发建设单位也不是这个施工二队，综合楼真正的开
发建设单位是中国房屋开发公司延吉公司。那么这幢综合楼的施工单位总该是施工二队了吧？也不是
！综合楼的施工单位是延边建安建筑安装公司。在这幢综合楼的建筑项目中，施工二队充其量只不过
是一个“拼缝人”。施工二队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用什么方式把综合楼的施工项目弄到手后，又转手
以１４０万元的价格转给了延边建安建筑安装公司。
正当这边仍为综合楼的买卖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那边已于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１日办出了产权人为中国房
屋开发公司延吉公司的综合楼《产权证》和另外三家《房屋产权证》。这就足以说明第二施工队出售
综合楼纯属违法经营和欺诈经营活动，而延边州法院正是这起违法欺诈经营活动的主谋。
州法院办案法官”与第二施工队、图们银行沆瀣一气，多次纠缠朴时旭不放，不断哄骗朴时旭，
只要福利公司答应将整幢综合楼买下，由州法院牵头负责，保证把已经卖出的房屋全部要回来，把整
幢综合楼以成本优惠价２８０万元全部归福利公司所有后，由福利公司为第二施工队偿还图们银行的贷款
。这段事实经过，在本案的卷宗里，无论是庭审笔录还是第二施工队的诉讼资料及有关当事人的证言
资料中都有记载。
至此，人们不禁疑问：第二施工队已将此楼卖完，购房户们都按合同约定交了购房款，州法院为
啥不直接向第二施工队要钱，偏偏绕着弯子让福利公司为第二施工队偿还贷款？缘由不过二，一是吃
了原告，又吃了被告，二是借机对福利公司官报私仇，再吃“第三人”。
福利公司本来不打算购买整幢大楼，但是法官们的高明手段自然使福利公司经不住哄骗和诱惑，
更难料这是他们阴谋设置的陷阱。虽然疑虑他们能否把已卖出去的房子收回来，但还是答应了他们的
胁迫式的请求。随后，于１９８９年９月７日，福利公司与第二施工队签定了第二施工队事先与法官们策划
好的“购房补充协议书”。这个充满欺诈的“协议书”一签，经过几次“技术性的涂改和加工”，再
加上偷盖福利公司公章就成了法官们设置的完美陷阱。
“购房补充协议书”中的最后一条清楚地写着“此协议由甲乙双方和州法院各执一份”。难道延
边州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就不怕承担滥用职权、粗暴干涉企业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的责任吗？！
“购房补充协议书”签定后，福利公司便将残疾人历尽艰辛赚来的钱源源不断地输入第二施工队
和图们银行，但州法院的法官们和施工二队在被购房户们告州人大后，并未能兑现将整幢大楼交给福
利公司的承诺，却借机把不属于我公司购卖的楼层和房屋强加在了我公司购卖的面积里，把我公司的
购房款无端增加了一百多万元。
见福利公司已踏入他们设置的陷阱，州法院便指使第二施工队以福利公司拖欠购房款２３４万元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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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１９９０年３月将福利公司诉至延边州人民法院。
审计报告和司法鉴定显示，截止１９９１年３月５日，在州法院１９９２年１月２０日作出（１９９０经字第４１号《
民事判决书》之前，福利公司已支付购房款４，１５７，５８７．５５元，比合同规定的总额多支付了２，４９８
，４８７．３３元，比判决书中认定的总房价３，７２８，０１８．８２元还多支付了４２９，５６８．７３元，可州法院对这一
事实不屑一顾。从他们１９９２年１月２０日完成判决书的手写稿，再到同年４月院长审批，再到同年５月５日
送达，在距离州法院非法立案长达２年的时间里，即便按州法院认定的事实也已发生了根本逆转，但州
法院却依然猖狂枉法，蛮横按照立案时的错误事实作出了福利公司欠第二施工队购房款和利息２４６万多
元的判决认定。
三、厄运当头
１９９０年６月１９日州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本案，开庭地点在福利公司朴时旭的办公室，庭审人员
有延边州法院执行庭副厅长兼法警队队长李××、经济庭的主审法官（办案人）李××和一名书记员
。
相信每一位阅读此文的人看到这都会耻笑延边州人民法院的法官们怎会犯如此严重的庭审程序错
误，人民法院的法警队队长是执行庭的副庭长怎会成为庭审成员呢？又怎会成为法律文书形成之前的执
行法官呢？
庭审一开始女法官李××就说：“先对此案进行调解。”对此，人们难免疑惑，不经法律程序，
不经事实认定怎能进行调解？李××又说：“为了执行人防工程公司欠图们银行的案子麻经理只好（
第二施工队负责人）起诉朴经理了。”法警李××说：“福利公司这个月必须交５０万元，要不图们那
边不好交待。”多么荒唐、多么险恶，为了执行别的案子，硬是把福利公司拉进来当替罪羊。在他们
看来残疾人就是软弱可欺、可骗！女法官李××让施工队负责人麻伯显向朴时旭通报了福利公司欠购
房款的一组巨额数字，州法院判决时就如实采纳了这组由他们自己编造的数字。
在此案的卷宗里，我们查找到了这次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书草拟稿，调解协议书中记载：“朴时
旭１９９０年６月末之前还款５０万元，７月份开始每月还２０万元，如无现金以物抵债，第二施工队１９９０年７
月１５日以前将综合楼的房照办出交给福利公司”。
然而，延边州法院并未对此调解协议作出法律调解文书。原因很明显：一是此时中国房屋开发公
司延吉公司早已拥有了综合楼的《产权证》，第二施工队根本不可能再给福利公司办出房照。二是虽
然福利公司在调解之后遂将１００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交给图们银行再贴现（经手人是主管银行——图们
市人民银行行长崔××），但法官们“以物抵债”的用心不会改变，就是想夺取综合楼，收拾朴时旭
，搞垮福利公司，借机再体验一次终饱私囊的快感。
果然，第二施工队于１９９０年８月１日向延边州法院提出“诉讼保全”，州法院的女法官未经主管院
长审批，于１９９０年８月３日就擅自作出了（９０）经裁字第４４号“查封综合楼”的《民事裁定书》，在本
案卷宗查到的《扣押申批表》中显示，主管院长对此“裁定书”签批的时间是１９９０年８月６日。而“裁
定书”的送达时间已是１９９０年８月２３日了。《扣押申批表》中，扣押理由一栏中写明：“无资金偿还房
屋款”。这一事实可以看出，这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假案！
１９９０年８月２０日，第二施工队以非法手段办出了产权人为福利公司的综合楼《产权证》，但这个人
防公司盼望已久的《产权证》并未交给福利公司，而是被州法院直接扣押并抵押给了图们银行。就
连３０多户残疾人员工私有房屋产权证也成了法官们的抵押物。
试问，福利公司既不欠第二施工队的钱，也不欠图们银行的钱，州法院凭什么扣押大楼《产权证
》，凭什么把大楼的《产权证》送给图们银行？
在查证有关综合楼《产权证》的情况时，延吉市房地产管理所提供的档案资料让人们大为惊讶。
原来福利公司购买综合楼房屋的正式发票是中国房屋开发公司延吉公司开具的，时间是１９９０年７月４日
，购房款为１１０９，５００元，与第二施工队和州法院认定的福利公司已购综合楼房屋的总价款相差２００多万
元！
延吉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所的《房产交易批准书》和《单位自管房产产权转移申请书》、《产权交
易公证书》、《发货票》等均显示，福利公司购买综合楼的产权面积为３１７０．４９平方米，房价款
为１１０９，５００元。从中可以看出，第二施工队是在违法经营，从中牟取暴利，而州法院的法官们却对这
一事实视而不见，并伙同作案。在福利公司所购综合楼房屋面积上更是混乱不清，无论是第二施工队
，还是州法院的法官们从来就没能说清楚福利公司购买综合楼房屋的准确面积。
我们有幸看到了州法院的本案《卷宗》，《卷宗》里百分之九十都是第二施工队提供的假证、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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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和法官编造涂改的原始文字资料；《卷宗》里许多案件资料缺损不全，《卷宗》中从１２５页至１３９页
，多达１４页不翼而飞，致使在后来对本案再审时查找不到本案的有关资料。
在本案的卷宗里有一份《开庭笔录》，但这份笔录连开庭的时间都没有注明，也没有当事人的签
名，一个书记员却有两种笔记。让人难以证实准确的开庭时间和书记员是谁。《开庭笔录》从头到尾
都是法官问原告的多，引导原告的多，原告讲的多，被告讲的少，从这“三多一少”中让人们感觉到
法律在这里已不再是公平公正的了。在这份《开庭笔录》中，法官多次阻止、打断，回避福利公司对
法律程序、事实等质问，如第二施工队的主体资格、合同及协议的真实性、有效性、帐目核对等问题
的申辩、要求和主张。尽管第二施工队在法庭上作答复时含糊不清，前后矛盾；尽管福利公司对庭审
的过程和方式不能接受，主审法官却突然当庭宣布“此案终结，等待判决”。仅一次草草开庭，案子
就被终结。整个庭审只不过是走走形式、排排过场罢了。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１日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１９９１）经字第５９号《民事调解书》在一桩与福利公司
并不相干的经济纠纷案中，却无端地将福利公司位于延吉市西市场南侧的１１户残疾人职工住宅强行划
给了第二施工队，荒唐！
１９９２年１月２０日州法院虽然作出了（１９９０）经字第４１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称４１号判决书），而
许多庭审资料显示，在这以后一段时间里，本案的审理过程仍在继续，尚未完结；州法院领导审批这
份判决书的时间是１９９０年４月２７日。怪哉！
福利公司被州法院、第二施工队、图们银行连蒙带骗地巨额超付了购房款，可４１号判决书却野蛮认定
欠购房款和利息２４６万多元。在１４４０字的４１号判决书中，认定事实上的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数字计算
错误、用语错误竟多达九十处之多，呜呼！
四、厄运轰顶
在１９９２年１月２０日州法院作出４１号判决书的前一个半月，也就是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１日，州法院作出了一
个１９９１经字第５９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称５９号调解书），调解书中简述案由是：第二施工队一屋二
卖，使福利公司购买的门市房被州××公司建材商店抢先占用。因急用门市房营业，福利公司只好
以１２万元的价格租用了××汽车配件商店花３８万元购买的门市房，租房期限为二年。因××汽车配件
商店已购房三年还未拿到房照，遂向第二施工队要求退款退房。在第二施工队既办不出房照，又无力退
款的情况下，请求福利公司为其退还××汽车配件商店的购房款，第二施工队则将公园住宅楼售房应
收款４３５，０００元抵押给福利公司，由福利公司收取这部分应收款。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１日对此“签定”了《委
托收款协议》。但协议“签定”后，第二施工队并未履行协议，仍然自行收取应收款，第二施工队负
责人麻伯显本人也在法庭承认自己又继续收回应收款９万多元；之后，福利公司发现“协议书”中的应
收款仅有２５万元，不能和退还××汽车配件商店的３８万元相抵，因而并未给延吉市××汽车配件商店
退购房款。
１９９１年５月××汽车配件商店将第二施工队告到州法院，州法院为此作出了１９９１经字第５９号《民事
调解书》。调解书中规定：撤销第二施工队与福利公司签定的《委托收款协议》；第二施工队退还×
×汽车配件商店的３８万元购房款和利息３０万元；福利公司将西市场的１１户住宅“交给”第二施工队所
有，第二施工队将７户公园住宅“交给”福利公司所有，第二施工队再将延吉市西市场１１户住宅“交给
”××汽车配件商店所有；××汽车配件商店再“退给”福利公司房租金５万元。
诸位看官，迷糊不？糊涂不？不迷糊不糊涂才怪。西市场１１户住宅和公园７户住宅都是福利公司职
工的个人住宅，每户人家的房照都在法官们手中，怎么能相互交换，再用西市场１１户个人住宅给××
汽车配件商店“退款”呢？你还别说，就是这样的强盗式的“调解”还真被强盗的“执行”了，福利
公司无端被“抢走”了１１户住宅。
就其这份“调解书”本身而言，也是错误连连：
一、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１日作出的调解书责令在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０日前执行，时间倒置了５０多天。
二、这份调解书中福利公司被列为第三人，但调解书中称“本调解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法律
效力”，就是说只要延吉市第二施工队和××汽车配件商店签收此调解，这份调解就生效了，把无端
丢了１１户住宅的第三人福利公司晾在一边凉快儿了。
三、经过一番调解，最后也没交待清楚××汽车配件商店的房屋产权归谁所有。
四、这几位法官们急得连签发法律文书的最基本法律常识都忘了，当事人三方签名的“三”字和
“双”字都分不清而写成了“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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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纪检组对此案进行复查认证时，这位女法官李××和执行庭的法官们
拿不出当时的原始《调解笔录》及签收条，送达“５９号《民事调解书》”签收人的签收凭据也是伪造
的。
此时，第二施工队诉福利公司拖欠购房款案正在州法院审理中，双方当事人交付房款帐目还没核
对，法院还没对本案作出判决，福利公司就已经丢了１１户住宅。
１９９２年１月２０日州法院作出了４１号判决书，而就在这一天第二施工队的麻伯显仍在法院与李××法
官商讨本案，同日，法官李××还用延吉市人防工程公司的稿纸为第二施工队写了一份证明材料，证
明材料的内容是证明第二施工队委托福利公司收取应收款的数额为３６９，７７４元。
这份证明是打给谁的，无从知晓。人们难免要问，这笔款项的数额是第二施工队麻伯显提供给女
法官李××的，李××又反过来用麻伯显提供的数字为麻伯显作证明。不管这份证明是打给谁的，鬼
才知道这样的证明能不能成立，鬼才知道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没有人知道本案的判决从这样的判
官手里炮制出来还能不能公平公正。
这里请注意，本案在州法院立案的时间是１９９０年５月３日，直到１９９２年１月２０日作出判决时，在长达
近二年多的时间里，福利公司与人防公司仍在继续着房屋买卖，本案的关键要素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
，但判决书仍然按立案时人防公司单方给出的购房价款进行了判决。立案就是错案，再以此做判决企
不错上加错。
１９９２年１月２１日图们银行为州法院提供了福利公司欠房款利息的计算方法，无论是１月２０日还是１月２１日
州法院还在为本案忙乎着，怎会作出判决书？在延边州法院的发文稿纸上，经济庭领导和院领导
对１９９２年１月２０日签发的４１号《民事判决书》草拟稿的签批日期上证实了法官们制造假案、错案的事实
，经济庭领导签批的时间是１９９２年４月２４日，州法院领导签批的时间是１９９２年４月２７日，与发出的判决
书标明的日期相差３个多月！送达时间已是５月５日了。
再看４１号判决书的内容更是叫人摸不清东西南北，连法律行家也看得一头雾水，案情表述不清，
逻辑关系混乱，对案情的认定与案情结论自相矛盾比比皆是。以下简要列举二三，以便观其全貌。
办案法官们明知麻伯显只是延吉市人防工程公司第二施工队的负责人，可仍然认定麻伯显是该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明知道第二施工队没有销售房屋营业执照，属违法经营，可依然认定有效；明知第
二施工队提供的几十份“购销房屋买卖合同书”及“协议书”是经过涂改、伪造的，带有明显欺诈性
，可照样采纳；明知第二施工队编造的钱款数额无凭无据，可一律照搬；明知第二施工队劣迹斑斑，
可照就袒护入微。
福利公司营业办公楼《房屋产权证》清楚显示，福利公司购卖的楼房是１～５层，可“４１号”判决
书硬是认定福利公司所欠房款中包括６层２１４，０９１平方米，房款１３９，１５９．００元。
４１号判决书中称，福利公司“……将公园街价值３６９，７７４．００元的住宅使用至今……”，５９号调解
书中被撤消的伪造的“委托收款协议书”，怎会３０天后又变成福利公司的欠款呢？
４１号判决书又称：“签定购买房屋补充协议和抵押房屋协议购买房屋面积１４６２，７７５平方米，房款
为１，７３７，８８０元”，这组房屋面积的数字只是他们自己认定的，哪有什么“抵押房屋协议”购买的面积
？这组“购房款”也是一样，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签定房屋抵押协议购买房屋的金额，倒是把被撤销的
伪造涂改的“委托收款协议书”中无效应收款数额３６９，７７４．００元加进去了，而这一数额早已被５９号调
解书解除了。
类似于这样胡加乱算、编造、伪造、欺诈、强加给福利公司的欠款数额高达２００多万元。即便如此
，福利公司仍以支付４，１５７，５８７．００元超额支付了购房款，却是第二施工队欠了福利公司的钱。
别说福利公司不欠第二施工队的购房款，即便是欠了购房款，法院也应该对造成欠款根本事实原
因进行查明，如谁违约在先，谁有违法现象，谁有欺诈行为等等，可州法院为啥把这些都省略了呢？
担任本案的审判长李××，如果是真糊涂，那她就是一个糊涂判官，如果是装糊涂，那她肯定是个阴
谋判官、贪婪判官，我们期望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李××等人能把本案一切真相公诸于众。
对“４１号判决书”、“５９号调解书”的表面现象不再多议，实在不值得多议，但其实质必须给予
强调，这绝不单单是一个错误的判决书，这是一个罪恶的判决书，贪脏、枉法、渎职、侵权，犯罪，
难道这不是罪恶吗！
通过多年的法庭内外的真实资料、证据、及州法院的相关资料显示，州法院仅以３３３～４５０多万元
的价格将价值６００万元的福利公司综合楼产权“拍卖”了，而州法院７３号《民事裁定书》上却说此楼拍
卖了２９３万元。法院认定的价值２３万元的锅炉房和汽车库、仓库等也只“拍卖”了１０万元。裁定书中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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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将拍卖款中的２７０．３万元付给第二施工队。这一卖一给，中间出现了７２．７～１１５万元的差额，这笔钱
哪去了呢？除大楼外还有１５０多万元的商品、１辆北京吉普车、１辆日本产货车也被“拍卖”了，这些钱
都哪去了呢？但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后经查证发现一个骗局，他们假借拍卖，实际上通过暗中操作将
综合楼窃为己有，任其处置、获取横财，他们获得的综合楼款高达４４０多万元！这笔巨款至今去向不明
，也一直没有被查问、追究。
同年同月同日，同一个法律文书编号的“７３号裁定书”，法院卷宗里的和送达公开的内容竟然不
相同！ 就算第二“克隆版”吧，只不过“复制的”水平太粗劣了。
残疾人职工的住宅都被抢走了，这些残疾人离开自己家时的场景，谁看了都会心酸。福利公司大楼没
了，商品没了，职工个人住房没了，直接导致了福利公司被非法破产！
五、厄运殒命
延边州法院经济庭没有辜负第二施工队和图们银行的希望，让他们如愿以偿了，同时也满足了自
己的欲望。接着上场的轮到州法院执行庭了。执行庭的“执行官”比经济庭的“糊涂判官”更凶狠，
不但手脚麻利，而且贪心更大，用心更阴险，这场戏的主角就是延边州法院执行庭的时任执行员沈×
×。
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９日州法院对福利公司综合楼产权进行拍卖，１９９２年８月２０日州法院作出的（１９９２）执
裁字第７３号《民事裁定书》称，将福利公司综合楼６层３２６０．４平方米产权以２９３万元的价格拍卖给北京
市经济技术协作公司。而我们在其所谓双方的交易书中却看到综合楼的拍卖价格为３３３万元，并非７３号
《裁定书》公开的２９３万元的拍卖价。
７３号《裁定书》又说，经福利公司同意将其锅炉房、车库作价为１０万元。有证据证明朴时旭此时
不在延边，拍卖综合楼时朴时旭并不知道，更不存在同意以１０万元的价格卖掉锅炉房和车库的事情，
这是执行庭随意编造的。锅炉房的价格２３万元，是经济庭李××和施工二队麻伯显随意估算的，锅炉
房，车库最低也值３３万元，又怎么会同意仅以１０万元的价格卖出去呢？
（１９９２）执裁字第７３号《裁定书》州法院同时作出了两份，而卷中内的这份“裁定书”和对外公
开的并不一致。一份《裁定书》中称，将拍卖综合楼款２７０．３万元支付给第二施工队，而另一份《裁定
书》中称，将拍卖综合楼款２７０．３万元支付给第二施工队，余款（差款）支付给哈尔滨市×××工业公
司。
法律文书的作出是极其严肃的，怎会出现同一文号的《裁定书》内容却不一致的问题。在几十份
《裁定书》中，今天作出的《裁定书》明天又作出一个撤销前一个《裁定书》的《裁定书》；今天作
出的一份执行《裁定书》过后好多天才报请批准。在法律文书的制作和审批上州法院存在着十分严重
的混乱现象。
必须指出的是，福利公司的车辆及商品价值１５０多万元，也被州法院“拍卖”了。但州法院只作出
了扣押《裁定书》，并未作出拍卖执行《裁定书》。这些物品和商品拉到何处？怎么拍卖的？卖的钱
款弄哪去了？看来只有州法院执行员沈××自己最清楚。
更令人不敢相信的是，后来查知，州法院对综合楼进行公开拍卖不过是一颗掩人耳目的烟雾弹。
综合楼并未被拍卖，而是经过法官们的暗箱操作，将综合楼窃为已有，任其处置，掠取横财。
最后包括朴时旭在内的几十户残疾人职工的住宅也被执行了，这些残疾人陆陆续续的被迫走出家
门，有白天走的，有夜晚离开的，那个凄惨的场景真让人心酸。如今，几百名残疾人职工依然无业可
寻，生活无着落。
朴时旭本人更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生活十分穷困，并患有严重的糖尿病综合症和心脑血管等
疾病。大楼没了，商品没了，人也散了，家也没了。可这还不算完，州法院的高层人物又开始煽动怂
恿福利公司的“挂靠”主管局延边州民政局让福利公司破产，致福利公司于死地。
提到福利公司“破产”不防借此多一些笔墨。
延边福利实业公司的主管局原本为延边残疾人联合会，是延边州民政局的下属部部门，１９９１年５月
经州和国家有关领导研究决定由州民政局任福利公司的主管局。随后州民政局印发了《关于延边福利
实业公司隶属州民政局的通知》。１９９１年８月６里州民政局正式成为福利公司靠挂主管局。时任中共延
边州委副书记、州政府常务副州长吴长淑同志对该“通知”作了重要批示，指出：“福利实业公司白
手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发展成为一定规模的企业，又安排了数百名残疾人，朴时旭同志是
有贡献的。对这个企业应积极扶持和发展”，同时对工商部门以“福利公司经营活动冲击了国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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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由吊销了福利公司的批发营业执照提出了批评，指出：“该公司经营活动冲击国营市场不是吊销
营业执照的理由”。
１９９１年８月６日，延边州民政局作出的《关于福利公司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在列举一揽子调查数据
后强调：“由此可见，该公司即使用应收款和应付款抵债，还有余额１，５７８，４６３元”。（不包括８００多
万元的固定资产等。）
然而，延边州法院和地方个别部门的领导不仅不对福利公司给予扶持，反而大行落井下石之举，
时任州民政局主管企业的一位副局长李××对延边州法院某领导和个别法官的煽动、怂恿坐卧不安，
惟恐福利公司“因购房纠纷案”被州法院“强制执行”后引起社会上的连锁反应，使事态扩大，进而
引火烧身，丢了乌纱帽。据此，州民政局按照这位法院主管领导的旨意，罔顾事实，不顾债权人和债
务人、福利公司全体职工的坚决反对和抵制，公然违反《企业破产法》有关企业破产应由“债务人或
债权人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提出申请破产还债”的法律规定，背着朴时旭盗用公章和名章，于１９９２年８
月４日偷偷炮制出了“延边福利实业公司破产申请”。随后又在１９９２年８月１９日给州法院的一份《关于
同意延边福利实业公司破产的报告》中说“福利公司资不抵债，无法偿还各项欠款，唯一的出路就是
破产，因此请你院授理延边福利实业公司破产的申请”。可笑！前面的调查报告还振振有词，一转眼
就把自己的调查报告给否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难道不疼吗？
１９９２年８月１９日～１９９２年１１月，延边州法院将“福利公司破产案”交由延吉市法院授理，但延吉市
法院始终不同意受理“不该发生的假案”。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４日才迫于上级法院的压力开始授理福利公司“
破产案”。
延边福利实业公司始终不承认“地方保护”为借口，以打击报复、残害残疾人和残疾人福利企业
，包庇、袒护、纵容贪腐而精心策划的假案、错案、冤案、大楼假拍卖案、假破产案。
一、《福利公司破产申请》是州民政局假造的，并不代表福利公司法人代表和债务人、债权人的真实
意愿，违反了国家有关“破产法”法律规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企业申请破
产还债的法律程序。更严重的是知法犯法，利用法律不健全而大搞假案、错案，冤案明目张胆的违法
犯罪！
二、对福利公司进行破产没有法律依据。１９８９年国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有
关法律法规，只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不包括私营和集体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
关破产还债的法律条款也不适用，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开始施行的《新破产法》哪一条款也解释不了打着“
地方保护”旗号而一手炮制的大楼假拍卖案、假破产案。
三、福利公司购房纠纷案的审理、执行拍卖都是州法院进行的，破产申请授理法院也是延边州法院，
而州法院却指定延吉市法院授理破产案。福利公司企业注册登记是延边州工商局，破产清算组的组成
人员也都是州政府各有关局级单位组成的，况且福利公司的经营范围跨东北三省，远涉内蒙古、河南
、北京、上海、广东、福建、浙江等２０多个省、市，因而，此案不应由延吉市法院管辖范围授理，此
案的管辖权不符合有关“企业破产法”的法律法规。
四、福利公司法定代表人朴时旭和全体残疾职工、债权人主席单位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债权人根
本不服所谓的“福利公司破产案”，并特别委托朴时旭，申诉至国家最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和州中
院要求再审此案。因此朴时旭至今仍有对“破产案”进行申诉和胜诉后的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回转的
申请权和依法申请财产赔偿的权利。
“延边残疾人之家”就这样被扼杀了，１９９２年，当时延边乃至全国最大的残疾人私营企业就这样
被瓦解了。
福利实业公司是朴时旭白手起家创建起来的残疾人企业，没有任何外来资金注入，其资产完全属
于朴时旭私有财产，因此，任何侵犯私有财产的行为都是违法的。朴时旭不服福利公司“大楼拍卖案
”和“破产案”，多次到州、省、国家法院进行申诉。国家最高法院致函省、州两院要求对“两案”
重新审理。州法院于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开始对“大楼拍卖案”立案再审，然而，在再审期间，州法院又是怎
样作为的呢？
六、厄运尾声
１９９２年福利公司破产后，朴时旭多次找州法院院长进行申诉，并强调福利公司的资产是朴时旭个
人私有财产，法院无权随意处置，后来这位“主管破产案”的院长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向朴时旭承诺
给１００万元作为补偿。但虽然多次催要，却始终未予兑现，只给办了１０万元的“三个月短期贷款”。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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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为这１０万元贷款，又给朴时旭惹上了长达五年的官司（略）。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２月，国家最高法院分别致函省、州两级法院，要求对“两案”进行重新审理后，
州法院于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对福利公司“大楼拍卖”案立案再审。
受州法院委托，延边审计师事务所于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７日至１０月２７日对第二施工队与福利公司间的购房
合同纠纷案进行审计鉴定，并作出了延州审所鉴字（１９９７）２２８号《审计鉴定报告》，认定福利公司已
超额付清了购房款。
１９９８年４月７日，州法院作出了（１９９７）延州经监字第１１号《民事裁定书》，裁定４１号《判决书》
认定事实不清，予以再审。
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４日至１９９８年６月州法院审判监督庭先后四次开庭，对此案进行审理。因福利公司已破
产，此案即以原福利公司挂靠主管局延边州民政局为申诉人，朴时旭则以州民政局特别授权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参加此案的诉讼活动。
经过近２年时间的再审，认定４１号《判决书》是错误的，合议庭遂将此案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审
判委员会认定４１号《判决书》是错误的。
然而，就在此时，此案的审理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就在审判委员会对４１号《判决书》的
错误给予认定的第二天，州法院却派出审监庭的二位庭长到州民政局，借口“福利公司已经破产，即
使胜诉了，钱也得给债权人，申诉人不可能得到钱，这样的官司打起来也没有什么意义”。因此要求
州民政局撤诉，对此州民政局予以了回绝。
似乎州法院看到了此案错误的性质严重，因此害怕了，可是再怕案子就不办了吗？全法院的人都会
说“秉公执法，有错必纠”，怎么到了结骨眼上就都忘了呢？法院管申诉人得不得钱干什么？办错的
案子，给纠正过来就是了，再者说 “大楼拍卖案”所导致的“破产案”虽有前因后果，却是两个不同
诉讼实体，一个在先，一个在后，这样简单的法律关系，州法院怎么会不明白？州法院凭什么要剥夺
法律赋予申诉人的权利？
不用细想人们也明白，州法院此举的根源在于：一、这桩错案是人为蓄谋制造的，必然牵扯到一
些责任人，这桩错案性质属于犯罪，一旦将盖子揭开，后果难测。二、此案为特大错案，标的数额巨
大，又可涉及到赔偿问题。三、由于法院制造的错案直接导至福利公司破产，纠正此案势必还要承担
福利公司破产责任的，因而还是以压制不办或拖办为上策。州法院吃了申诉人的闭门羹后，便将此案
从审判监督庭移交给了州法院纪律检查委员会，此案在纪检委一呆就是６个月。
半年过后，此案才从纪检委回到了审监庭，而州法院却以第二施工队申请回避为由，调换了主审
法官，从此此案又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申诉人虽不断催问，可州法院总以办案人外出开会、学习、
人手紧缺、案情复杂等为由久拖不办。当被催得不耐烦时，州法院的高官们也会说出这样的话：“你
们愿意上哪告就上哪告去吧”。
凭着申诉人坚定的维权意志和对法律公正的坚定信念，在各有关部门和延边残疾人联合会的支持
帮助下，州法院终于迫于压力，耗时８年的漫长再审历程，于２００４年９月６日将此案再审划上了句号，作
出了（１９９７）延州经再字第１１号《民事判决书》，推翻了４１号《判决书》。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份再审判决，只是对福利公司已付第二施工队的购房款数额重新进行
了认定，由４１号《判决书》认定福利公司尚欠第二施工队购房款２．４６７．１７２．３１元改判为“３７８．９２５．８３
元及利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上然延续着４１号《判决书》的错误，未从根本和实质上给与纠正，令我
们深感遗憾和不满。在对已付购房款的数额计算上仍是错误的，没有依据事实认定福利公司已超额支
付了购房款。这种不动筋骨的改判一是掩盖了原审法官们亵渎法律，猖狂枉法的罪恶行径。二是把此
案性质上的错误，轻谈的表明为只是数字认定和计算上的过错，从而袒护了司法腐败的实质。
即使仍然是一个远离公正的再审判决，但也足以证明我们胜诉了，也足以让我们向州法院当年的
“护法官”、“执法官”们高声喝问：“只欠款３７万多元，你们就敢抢夺３０多户残疾人民宅、６００多万
元的营业办公大楼？你们就敢把１５０多万元的商品洗劫一空？就敢把福利公司搞破产？就敢让几百名残
疾人衣食无靠、流离失所？再次追问，州法院把近千万元的巨款整哪里去了，必须交待清楚。
第二施工队对再审判决不服，上诉至吉林省高院，被省高院驳回，并于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８日作出了
（２００５）吉民三终字第１号《民事判决书》（终审判决）维持了延边州法院的再审判决。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７日州法院代为省高院出具了执行“法律文书生效证明书”，标志着此案进入执行阶段
。因被执行人延吉市人防工程公司拒不履行终审判决，执行申请人州民政局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朴时
旭，按相关法律规定，在申请执行法律时效内，于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４日正式向州法院提出了“执行回转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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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申请”。
然而，此案的执行程序尚未启动，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令人难以想象和不解。州法院在收到执
行申请后，迟迟不作任何反应。在多经催促依然无效的情形下，朴时旭于２００５年５月起不断向州人大、
州信访局进行信访，以求通过信访催促此案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得以执行。负责民政工作的副州长主
持召开了州民政局、州残联、州信访局和州法院领导参加的会议，对案件执行问题进行研究协商。可
谁能想到，开会研究的结果竟然是撤销朴时旭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的资格，由延边州民政局办公室
主任担任申请执行人的特别委托代理人。
此举一出，令朴时旭大为震惊，不知所措。打了１５年的官司，担当了１０年的特别委托代理人，此案尚
未终结，中途却被单方面解除了委托代理人和委托事项。真是法盲之举，滥用职权。
这种做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有关法律所不允许
的违法行为。作为基本的法律常识，一般的法律工作者都清楚，需要执行的案件在执行终结之前都不
能说是诉讼案件的结束，“在无特殊或不可抗拒的条件下，委托诉讼案件的当事人和被委托代理人未
经双方同意，单方面不能随意更换被委托代理人”，法院及其它部门更无权剥夺当事人或诉讼委托代
理人的民事权力和中止行使民事权限。
因随意更换授权委托代理人，新上任的委托代理人对此案情一无所知，在此案的“申请执行过程
’中无所适从，无所作为，使此案的执行程序陷入无人管无人问的境地。同时也为法院以委托代理人
不与法院沟通、有些相关事情无法了解为由，以至久拖不执行制造了借口，为依法执行此案设置了障
碍，至今此执行案已被拖延２年，仍未得到执行，远远超出了国家法律法规制定的执行期限。
经与延边州民政局“新任委托代理人”了解得知，更换此案委托代理人又是延边州法院×××领
导的主张。而这位领导也是与本案相关的一员。
请问延边州法院的涉案法官们，你们到底还要干什么？一开始，你们就阴谋制造假案，审错案，
判冤案，而后又百般阻挠朴时旭案件的申诉，进而又设重重障碍对案件再审久拖不决，现在又极力阻
止案件的执行，难道你们还要追随着罪恶继续走下去吗？福利公司的“大楼拍卖案”、“破产案”本
来就是你们制造的假案、错案、冤案，至今你们还不反省吗？这个历史责任你们不承担能行吗？
谁都知道此案的诉讼实体是福利公司，朴时旭则是福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因福利公司
破产而在本案中不具有主体资格，其实这正是州法院的用心所在。朴时旭、福利公司都因破产而不具
有诉讼主体资格，大楼拍卖案也就难申诉了。依法由破产企业主管局延边州民政局作为申诉人、担当
诉讼主体，朴时旭担当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也实属无奈之举。而偏偏在“这个时候”撤销朴时旭的特
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的资格难道不令人沉思吗？
记不清是延边州法院的哪位领导在行业纠风会上说过这样一句话：“谁砸法院的饭碗，我们就砸他的
饭碗。”可如今，那些贪赃枉法、执法犯法、渎职侵权的几位法官，不仅饭碗没被砸碎，反而饭碗越
端越大，至今还在脸不红、心不颤地大谈坚持邓小平理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
员的先进性，构建和谐社会，创建平安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快打住吧，你们没资格说这些，还
是先拍拍胸口，看看自己的良知还在不在吧。
我们仍然坚信，法律是正义的凝聚，而正义的法律终将战胜邪恶。
七、厄运终结
我们敬劝延边州法院的个别腐败法官，你们常讲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不只是讲给人听的，更重要的是通过秉公执法来体现的。在纠正福利公司“大楼拍卖案”的执行上不
要再设置障碍，百般阻挠。设置障碍越多，拖得时间越长，你们承担的责任就越大。逃脱、回避不是
出路，有错必纠、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才能体现法院的公正。
同时我们向社会各界呼吁，共同关注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对延边福利实业公司“大楼假拍卖案”、“
假破产案”的始末，关注此案的最终结果，关注何时终结制造这起假案、错案、冤案和残害残疾人、
残疾人福利企业、侵犯残疾人合法财产、合法权益的个别贪腐法官们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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