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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孩子”担责年龄

降至6岁

【原文】六周岁以上的未成
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法律上，只有心智足够成
熟才可以签订合同，这种“能不
能做”的条件，法律上叫民事行
为能力。而像未成年、精神病人
等，就被法律做了一定限制，称
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由于现在的孩子心智成熟

得比以前更快，《民法总则》修改
了这一年龄标准，降到了6周岁。

比方说让孩子去“打个酱
油”，其实在法律上也是个“买卖
合同”，如果说以前还对这个合同
的效力有点担心的话，那么《民法

总则》实施后，6周岁以上的未成
年人再去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告不告”

可以考虑三年

【原文】向人民法院请求保
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三年。

如果你借给了朋友一大笔
钱，但是约定还钱的日子过去了
四五年还不去“讨债”，那就不能
再去法院起诉了，因为已经过了

“诉讼时效”。现行《民法通则》规
定了两年的一般诉讼时效期间，
但随着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交
易方式和类型也在不断创新，很
多时候两年往往不够用。

《民法总则》实施后，向人民
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

时效期间将延长到三年，以更好
地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利。

卖他人个人信息

一毛钱也犯法

【原文】自然人的个人信息
受法律保护。

因为个人信息被泄露，去
年，山东一考生因为诈骗电话被
骗去了9900元学费之后在愤恨中
不幸离世。

为了应对越来越突出的个
人信息安全问题，《民法总则》实
施后，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将受法
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
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个人信
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
开个人信息。《民法总则》的这一
规定，将为捍卫老百姓的信息安

全提供更有力的法律后盾。

胎儿也有继承权

【原文】涉及遗产继承、接受
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
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如果胎儿还没有出生，父亲
就去世了，这个胎儿有没有继承
父亲财产的权利？

现行《民法通则》第九条规
定：胎儿还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
自然人，没有民事权利能力。《民
法总则》实施后，增加了保护胎
儿利益的条款。规定：涉及遗产
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
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
力。但是，胎儿出生时为死体的，
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据《人民日报》

近日一些不法分子在共
享单车的二维码中植入病毒，
使得共享单车成了不法分
子窃取用户钱财的“通道”。

二维码骗局三种形式

骗局一：单车贴上收款
二维码

不法分子在正规二维码
旁边贴上微信或支付宝转账
二维码，甚至破坏单车原有
二维码，直接粘贴不法分子
收款的二维码。用户一旦没
有辨别清楚扫到假的二维
码，就会跳转至转账界面。同
时，不法分子还常常会将自
己的收款头像设置成共享单
车品牌logo，极具迷惑性。当
用户使用共享单车软件扫到
冒牌二维码时，会出现“二维
码格式有误”之类的提醒。有
的市民因急着用车，就使用
微信扫码，可能就会因此上
当受骗。

骗局二：钓鱼网站骗用
户主动填写信息

上述直接转账的骗局容
易被警惕性高的用户察觉出
猫腻，为此，有些不法分子甚
至制作出高仿共享单车官方
网站的钓鱼页面，以完善身
份认证等名义诱骗用户主动
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和银行卡
资料，从而进一步实施精准
诈骗，甚至盗刷网银。

骗局三：山寨 APP 里面
藏木马

此外，目前租用共享单
车须使用租车APP，反诈骗
专家刘洋透露，不法分子为
了诱导用户扫二维码，就设
计了假租车APP二维码粘贴
在单车上，提示用户“更新”。

用户扫码后看似安装了
租车软件，其实手机却被植
入了木马，此后，不法分子可
以盗取受害者手机里的个人
信息，甚至拦截网银、网上支
付等短信验证码，实施盗刷。

专家支招

1．通过正规应用商店下
载共享单车APP，避免遭遇
山寨APP而导致手机被植入
木马病毒。

2．扫码前一定要仔细辨
别二维码是否存在被撬、被
更换、被涂改、被覆盖、粘贴
等痕迹。

3．正规二维码扫描后一
般会进入使用模式，不会跳
转至付款页面。

4．目前大部分共享单车
只能通过官方APP支付，扫
码用车时，一定要通过官方
APP扫描，不要使用其他扫
码工具。

5．开启手机卫士等安全
软件，若不慎扫码进入钓鱼
网站或是下载了木马APP，
安全软件可以帮助拦截钓鱼
网站和木马。

据《广州日报》

共享单车
3种诈骗形式曝光

恋人一起买房，分手后房产证写名成难题

按照合同法的一般规定，当
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
包括变更合同的主体。但是由于
国家稳定房价等政策方面的原
因以及房地产管理法规的特殊
规定，现实中商品房买卖合同的
合同主体的变更，在操作上是有
一定的难度。

在购房合同已经备案的情
况下，无法直接办理更名，除非
撤销原购房合同的备案后，签订
新的购房合同再重新进行备案。
因为按照规定，办理房产证的申
请人与登记备案的预售合同载
明的预购人不一致的，房屋权属
登记机关不得为其办理房屋权
属登记手续。而撤销对原购房合

同备案，重新办理备案是需要开
发商同意并配合的，考虑房价持
续上涨的现实，双方协商一致有
一定难度。

实际上，既然前女友徐女士
已经自愿放弃房屋的所有权，房
屋的所有产权归任先生，并且两
人内部已经签署了《放弃房屋产
权协议》的情况下，即便将来房
屋登记在两人名下，徐女士也只
是登记意义上的共有人，而该房
屋事实上的物权人也还只是任
先生一个人。也就是由于他们之
间有一种内部协议，从而形成了
法律上的物权人与事实上的物
权人的分离和不一致，当然这种
分离恰恰是当初任先生自己的

原因造成的，一旦法律上的物权
与事实上的物权分离涉及到善
意第三人，就必须推定登记的正
确性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比如徐女士以房屋共有人名义
与善意第三人进行相关经济活
动，任先生难以对抗善意第三
方，而只能向徐女士请求赔偿。

也就是如果在任先生不愿
意或者不能够重新备案的情况
下，也可以在房产证下发以后，尽
早进行变更登记，以降低风险。

熊孩子划伤8辆奥迪，
父母被判赔7万

为了出行方便，张某一直
计划购买一辆汽车，但因经济
能力受限，购车计划一直未提
上日程。2016年7月份，时机终于
成熟，张某便带儿子一同到当
地一家4S店看车、试驾。在销售
人员的讲解下，张某的注意力
全部投入了车辆性能、配置的
研究中，无暇顾及10岁儿子的举
动。陪同父亲来看车的张某某
看大人们兴趣盎然地谈论，感
觉索然无趣，便自己跑到其他
展示车上东摸摸、西看看，玩着
玩着便掏出身上带有尖锐刺角
的玩具，不断在车上划来划去。

在很短的时间里，4S店内
共有8辆进口奥迪遭殃，其中包
括展厅内的奥迪A3、A6、Q5、Q7
四部车，展厅外的奥迪A8、TT、
A5、A4四部试乘试驾车，共计
造成大小16处划痕。事发后，双
方在调解过程中发生分歧，最
终该纠纷诉至法院。

日前，记者从法院获悉，在
诉讼之中法院对车辆损失进行
了鉴定，后经法官多次调解，最
终张某某父母同意赔偿4S店各
项损失共计7万元。（文中人物
系化名）

针对该案，办案法官提醒，
孩子的无心之祸终由监护人来
承担责任，父母作为法定监护
人，理应尽到监护职责，不能放
松警惕，外出时要加强对孩子
管护。

据《金陵晚报》

身边案例

房产证下来后可尽快变更姓名

2016年3月，任先生以单价
9000，总价130多万买了一套房
子。由于和徐女士是两年多的恋
爱关系，便决定在房产证上加了
女友的名字，并约好一同付房
款。但是，因为房款的事两个人
分了手，给开发商的100多万房款
都是任先生自己付的。

分手后，徐女士和任先生签
署了一份《放弃房屋产权协议
书》，协议书约定，徐女士自愿放
弃该房屋的购买权，房屋的所有
产权归任先生，今后有关房子产
生的一切事务和费用也由任先生
负责。于是，他拿着这份协议书向
开发商提出更名。

开发商回应：

要走房管局流程

开发商销售部的谢经理说：
“买房合同早已经签好了，任先
生想把女方的名字去掉，不是我
们开发商有权处理的，还要房管
局走流程。”

房管局：

只能跟开发商协商

房管局商品房登记科林副
科长对此回应说：“购房的合同
主体不能变更，这种情况只能和
开发商协商，撤销房子合同，然
后再重新签订。”他表示，只要和
开发商协商好了，任先生就可以
约上前女友一起，凭身份证原件
到办证大厅进行申请，在网上公
示三天后，就可以解除备案，然
后重新签合同。

但是，任先生的售楼部顾问
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和领导协商，
问题仍没有解决。

重签合同：

可能差价会有几十万

开发商回应说，想要在房产
证上去名，任先生应首先退网
签，即解除合同。但是解除合同
后，开放商并不能按原房价跟任
先生签定购房合同。而是应该按
物价局的现行房价备案，房价涨
了，任先生是否还愿意再购买都
是问题，这其中的差价也不知该
如何处理。

任先生买的楼盘备案价是
多少，谢经理没有透露。但是当
初9000多的单价，如今要卖一万
五六。按照商品房买卖的规定，
现行销售价格不能高于备案价，
并且不低于备案价的 15%。这意
味着，如果任先生撤销合同重新
签订，按照现在的房价计算，很
可能损失几十万元。

任先生说，这事儿到底怎么
办，他还得再想想。

据浙江电视台

去年3月，任先生和恋爱
两年多的女友以两个人的名
义买了一套房子，但是第二
个月两个人却分了手。现在，
房产证上如何写名字，让任
先生伤透了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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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3月15日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国家主席
习近平签署第66号主席令予以公布。《民法总则》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民法总则》将如何影响你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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