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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的黑卡在义乌出现：

男子一晚在6家高档酒店开房
第二天有人拿房卡买大量香烟
这是怎么回事？
银行黑卡被誉为
“卡中之王”
，
数量极少，
且不接受申请，
只有银行主动邀请的客户才能加入——这种代表尊贵地位的卡
片，
有一晚却接连在义乌多家高端酒店出现，
同时，
第二天就有人拿着房卡买入大量香烟。酒店方面觉得蹊跷，
立马报警。
通讯员 徐玲 张琪 记者 董齐

有人持黑卡一晚在 6 家高档酒店开房

去年 8 月 25 日晚上 7 点左右，一位四十来岁、身材
偏胖的男子拿着一本驾驶证到义乌一家高档酒店开
房，驾驶证显示他姓“梅”。
“普通房没了，只剩豪华房，他说就要豪华房，住三
天。”酒店前台主管小方说，男子随后拿出一张黑色 VI⁃
SA 信用卡。
刷押金时，男子主动提出让服务员刷 1.5 万元预授
权，并且询问，酒店其他消费是否可以挂账到房间，得
到肯定回答后，男子拿着房卡离开。
第二天早上 9 点，另一名男子走进酒店，拿着梅某
房卡买了 10 条高档香烟，要求把钱挂在房费里，服务员
看房费押金高达 1.5 万元，
就让男子拿走了香烟。
没过多久，酒店负责人觉得不对劲，酒店烟要比外
面贵很多，很少有人大量买，
就问小方怎么回事。
小方致电中国银行询问梅某消费情况，结果吓了
一跳。
银行工作人员说，当晚，梅某在义乌 6 家高档酒店
用不同银行的海外信用卡开了房，都有大额预授权，最
少 5000 元，基本都在 1 万元。
小方报警，当天中午，民警在宗泽路和江滨路交叉
口一酒店将拿烟男子抓获，随后梅某落网，民警从两人
身上搜出 6 张复制卡，其中两张是黑卡。

用信用卡去大酒店把房间开好，第二天叫我去拿烟酒，
拿出来卖的钱给我 8%提成。”刘某立即答应，两人先后
去了苏州、合肥，但都没刷成功，最后在郑州刷了卡，但
拿烟时被识破，仓皇逃走。
几次下来，刘某忍不住好奇，
问阿飞里面的窍门。
阿飞说，他的黑卡是一种复制的国际 VISA 卡，主
卡在国外，在酒店使用预授权交押金时，如果主卡持有
人已挂失，就不能刷成功，没有挂失就可以结账，反正
损失都是酒店或者持卡人的。
“用预授权交押金时故意扣多一点押金，然后用押
金在酒店里购物消费，之后在外面折现就可以了。”刘
某觉得这事来钱快，
愿意做下去。
回到上海，
“阿飞”让刘某再找一个人一起干，分别
给 10%提成，还给了他六张卡，随后刘某联系周某，两
人一拍即合。
听“阿飞”说，义乌老外较多，刷卡比较容易，去年 8
月 25 日下午 5 点，两人就坐火车赶到义乌，由周某拿假
驾驶证开房，
刘某拿房卡买烟酒。
让两人没想到的是，因为消费太高调，引起酒店警
觉，马上被抓了。这时两人已从三家酒店骗走中华、利
群等高档香烟 22 条半，
价值 13000 余元。
2 月 24 日，刘某、周某因诈骗罪被义乌法院分别判
处有期徒刑 9 个月和 8 个月。

卡主在国外 只要不挂失就能得手
拿烟的男子姓刘，安徽人，梅某其实姓周，上海人，
两人交代，他们利用复制黑卡诈骗。
刘某原本在上海开公司，后来倒闭，欠了不少债，
就想去银行办信用卡缓解经济压力，但因为信用不好，
没有银行接受他的申请。
去年 5 月，刘某在网上认识一个叫“阿飞”的男子，
对方自称可以办理黑户贷款，可刘某钱花了不少，还是
办不下来。
“有一天，阿飞问我有笔活愿不愿意干，他前一天

关于黑卡——
去年 10 月中旬，
“国民老公”
王思聪发微博，
说坐飞机钱
包丢了，
里面有
“各大银行各式各样的黑卡”
，
被网友围观。
黑卡就是没有透支限额的信用卡，
因为各银行发行的无
限卡几乎清一色是黑色，
所以称
“黑卡”
或
“黑金卡”
。
国内黑卡持有人一般具有以下标签：男性，知名企业
CEO、
总裁或董事长，
35 岁~60 岁，
拥有多辆轿车、
多处豪宅，
享受私家游艇、
飞机。
招商银行黑卡

经济下行压力大 社会矛盾齐凸现 金华收案数量保持大幅上升趋势
全市法院如何应对？

中院院长汤海庆：
法院改革与全面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对接
2015年金华市两级法院收结案数量持续高位上扬，
收案首次突
破18万大关，
其中行政诉讼、
金融纠纷、
涉企破产案件成倍增长。面对
审判压力骤增的严峻形势，
在近两年有效开展对接年活动基础上，
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全市法院开展
“法院改革与全面提升社会治
理能力对接年”
活动的实施意见》，
部署了2016年16项主要任务。
昨天，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汤海庆介绍了16项主要任务到
底能给金华带来怎样的改变？
通讯员 丁胜 记者 李娜

任务点

开展“维护司法权威”集中宣传活动，集中惩
治逃废债行为，重点规制行政滥诉行为，增强信用信息
采集与查询功能
汤海庆解读：
2015 年行政诉讼案件剧增，共收案 600 件，同比上
升 148%，一审案件 290 件，同比上升 282%，二审 290 件，
同比上升 88.3%。其中公安、土地资源、城建规划、劳动
和社会保障仍是一审行政诉讼案件的主要类型。
任务点 推动建立破产处置工作全市协调机制，建立
2016 年，收案数量将更严峻。今年 1 月中院立案 60
关联案件集中协调机制，
推进资产处置瓶颈问题治理
件，是去年总数 1/4。既有社会发展的客观原因，也不乏
汤海庆解读：
人为扰乱因素。
2016 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全省法院司法改革
近年来，金华两级法院都出现了“诉讼常客”，在
全面推进年，
经济下行压力未减，
各类社会矛盾呈现。特 立案登记制实施后起诉更加频繁。他们提起的案件，
别是民商事案件数量增加：2015 年全市法院新收民商事 基本集中于诉讼成本很低或基本无成本的行政诉讼
案件 96907 件，
同比上升 26.47%；
其中义乌案件量排在全 或国家赔偿领域。一个行政诉讼案的审理费 50 元，
市第一，全省第二。金融纠纷与涉及企业纠纷呈现案件 举证责任又在行政部门，很多案件仅是资料打印费就
数量、诉讼标的额双增长趋势，其中不乏出现三联集团、 超过 50 元。案由主要是政府信息公开、履行法定职
江南中学等涉及面广、
社会影响大的企业破产案件。
责等方面。根据法律规定，跟生产、生活、科研相关的
面对这样的局面，法院充分发挥司法对社会公正的 政府信息必须公开，一些“常客”利用了这一点起诉要
引领作用，坚持以社会治理为第一责任。包括推动建立 求行政部门公示类似信息。这样的诉讼多数不是为
破产重整处置工作的全市协调机制，成立专门处理破产 维护自身权利，而是通过诉讼向行政部门施压，以达
案件小组，建立破产援助资金，规范破产案件审判程序， 到私人目的。
及对金华一些僵尸企业加快司法处置，盘活优势资源。
比如，何某以其个人名义起诉的案件就达 196 件，
同时，全市法院依托司法审判职能与案件数据分 其中以其公司起诉名义起诉的 35 件，另外还有以其他
析，充分发挥预警提示、决策参考、依法处置等职能，推 人名义起诉的案件。义乌人王某在本地法院起诉案件
动金华市委市政府成立有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应对 有 41 件之多。这样的“常客”，虽然只是极少数，但已严
协调机构，充分尊重市场规律，最大限度发挥政府社会 重干扰了正常法律秩序，占用全社会资源，诉讼权利被
稳控与政策补充作用。
置于滥用的境地。

去年，江苏南通法院妥善处理了一起涉及 40 多名
当事人的滥诉案件，他们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接下
来，全市法院将在广泛调研基础上，学习优秀法院先进
工作经验，明确全市法院行政立案审查判断标准，努力
争取省高院支持，与行政部门形成联动，严格执行新行
政诉讼法的精神与规定。主动收集典型案例，以新闻发
布的形式向社会集中宣传。

任务点

全面推进司法改革，
提升公平正义维护能力
汤海庆解读：
近三年来，金华全市法院收案数先后突破 13 万、15
万、18 万件。在全省人均办案数前十位的法院中，金华
占 5 席位。今年要全面推开司法改革，近 1/3 原先具有
法官身份的人员不能入额，其分流安置存在困难，审判
辅助人员一时又配套不到位，案多人少矛盾在改革前期
甚至存在加剧的可能。
另一方面，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当事人思
想心理状态复杂难控，法院干警身心健康疲惫堪忧，两
者处于明火易燃状态，要进行有效化解与防范，关键在
于工作机制的系统创新。
2016 年，全市法院将强化理念更新，提升公平正义
维护能力。包括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
革，加强民商事案件裁判指引，积极探索法院管理模式
创新。要特别指出的是，全市法院将努力探索信访工作
机制创新，以提升司法权威与加强法官履职保障为目
标，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努力在严格落实诉访分离原
则、信访积案化解、加大信访制裁力度等方面深入推进
涉诉信访法治化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