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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充值”350余次

“多出”1125万元

2015 年 6 月，生活在上海的
叶榲飞下载了一款名叫“壹钱
包”的 App ，随后以妻子的名义
注册了账号，并申请激活、绑定
花漾卡。这款 App 是平安集团旗
下子公司平安付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付公司”)的
产品，花漾卡也是由平安付公司
与平安银行共同推出的。“壹钱
包”的注册用户可以申请花漾
卡，通过银行渠道给花漾卡充值
之后，卡上的资金可以用来转
账、消费、提现。

2016 年 6 月，他用银行卡向
一款名为“壹钱包”花漾卡的互
联网金融产品转入资金，发现钱
被原路退回，而 App 却显示资金
增加了。此后的 8 天，他重复操
作了 350 余次，App 中“多出”了
1125 万元，这些钱被他用于消
费、还债。近日，上海市奉贤区人
民法院一审认定叶榲飞犯盗窃
罪，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

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

叶榲飞案以民事纠纷定性
还是刑事案件定性，引起了法律
界的讨论。奉贤区人民法院认定
是刑事案件的理由是，叶榲飞明
知银行卡支付系统出现故障，仍
反复操作 300 余次，秘密窃取被
害单位巨额资金并使用。判决认
为，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能够相
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足以证明叶榲飞的行为构成盗
窃罪。判决认定，叶榲飞在家属
帮助下退赔部分赃款，可以酌情

从轻处罚。
但有法律人士认为，这只是

常规的民事纠纷，如果平安付公
司认为叶榲飞的行为侵害了其
合法权益，叶榲飞只是不当得
利，并未盗取他人钱财，平安付
公司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要
求叶榲飞返还款项。事实上，叶
榲飞此前也对平安付公司提出
了分期还款的方案。

“如果认为叶榲飞非法侵占
了公司财产且拒不归还，那么，
也应当由平安付公司提起刑事
自诉。”叶榲飞应承担的是返还

不当得利的民事责任，若一定
要算犯罪，最多仅能构成侵占
罪。这是自诉案件，且量刑比盗
窃罪更轻，最高刑为有期徒刑5
年。

还有一些了解案情的法律
人士认为，叶榲飞是一个智力
正常、具备一定商业知识的成
年人，理应能够通过“资金转入
后原路退回，花漾卡余额却显
示转入成功”判断出App系统存
在故障，认为“App主动给了

1000多万元”，从常识上说很难
站得住脚。

他们认为，叶榲飞8天内的
充值次数达350次之多，其间还
使用了1125万余元——— 该数额
应该明显超过了叶榲飞一贯的
消费水平，“很难相信，一个成年
人会不知道自己没这么多的
钱”，故意非法占有的目的比较
明显。另一方面，公司事发时应
该也不知道这个故障，否则没理
由不及时解决，这也符合盗窃罪

“秘密窃取”的构成要件。
据《中国青年报》

理财App出故障，

使用者充值得千万，被判盗窃
近日，网上曝光了一件

关于理财App出故障使用者
获刑的新闻消息，据悉，事发
地在上海，一男子充值 350 次
得千万，重复操作了 350 余
次，App中“多出”了1125万
元，这些钱被他用于消费、还
债。因此，上海市奉贤区人民
法院一审认定叶榲飞犯盗窃
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

案情：几年前，章某夫妇来
到山东济南某置业公司售楼
处，在阅读了某地产公司发布
的《关于落实尚品燕园项目教
育配套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和《济南市商品房买卖
合同》样本，了解到该房屋系

“优质学区房”后，即高高兴兴
地交付了首付款，办理了银行
按揭。交房时，开发商承诺的优
质学校换成了离家较远的非优
质学校。这种情况，开发商该不
该对未兑现的承诺进行赔偿？

说法：章某将该地产公司
告上了法庭，要求判令被告赔
偿因优质学区房和非优质学区
房造成的房屋差价 1 万元。法
院审理后认为，该案的争议主
要焦点为，《通知》中对教育配
套设施的承诺，是否构成合同
内容。由于《通知》中所承诺的
学区房事宜并未载入商品房买
卖合同中，而涉案合同同时约
定，“出卖人展示的沙盘、模型、
样板间、宣传资料及宣传广告
等仅作推广示意，不构成任何
要约，一切以本合同约定为准，
本合同未约定的以交付实体为
准”。因此，章某依据该内容主
张相关违约责任，于法无据，对
其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据《科教新报》

卖房承诺未写进合同
业主维权被驳回

装修瓷砖碎片伤人
房主免担责

案情：刘某的房屋部分墙
面需要贴瓷砖 ,于是找到包工
头孙某,由其承包施工。后来,孙
某安排装修工张某和另一人共
同贴瓷砖 ,瓷砖的打磨机由孙
某提供。张某在使用打磨机打
磨瓷砖时 ,瓷砖碎片飞出 ,造成
其双眼和左面部受伤 ,住院治
疗 13 天。经诊断:“左侧颜面部
受伤、左眼球破裂伤、左侧下眼
睑裂伤”。

经司法鉴定 ,张某的面部
伤残等级为十级；左眼无光感,
伤残等级为八级。今年 1 月,张
某将包工头孙某和房主刘某相
一同诉至法院 ,索赔各项损失
38 万余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刘
某与孙某系承揽关系。请问，这
种情况房主是否需要赔钱？

说法：本案中,贴瓷砖作为
单独的一项工作 ,不要求装修
方必须具备相应资质 ,因此刘
某在选任孙某施工上不存在过
失 ,且与损害后果的发生不具
有直接因果关系 ,不应承担赔
偿责任。

但是 ,打磨机外无护罩 ,瓷
砖碎片飞出致张某眼部受伤的
事实 ,说明孙某在组织贴瓷砖
过程中疏于监管 ,防护措施不
到位 ,具有过错 ,对事故的发生
应承担相应责任。而张某本身
从事装饰装修工作 ,应当具备
相应的施工安全意识 ,其在打
磨瓷砖过程中未采取安全防护
措施导致左面部受伤 ,自身存
在过错,也应承担相应责任。据
此 ,法院综合案情后 ,酌定由张
某承担40%的赔偿责任,孙某承
担60%的赔偿责任,刘某不承担
责任。

据《法制晚报》

近日，辽宁盘锦石油大街
一处路段发生交通拥堵，兴隆
台交警大队三中队民警在石油
大街鹤翔岗疏导车流。此时，一
辆白色奔驰车驶向交警，并在
距交警不远处停下。

车内一名男子从天窗探出
身子，询问执勤交警“为啥不让
走”。交警向其解释：路口的车
辆太多，正在疏导，所以暂时不
能左拐。如果实在着急可以直
行后从别处绕行。

可能担心在左转车道上直
行被抓拍，白色奔驰车的女驾
驶人坐在车里大声询问：“我被
拍了算谁的？”交警耐心地告诉
她：“这是特殊情况，不会拍照
的。”女驾驶人继续询问了交警
的姓名、警号等信息，随后驾车
离开。交警也返回路中间继续
疏导交通。

可当疏导完交通并离岗
后，交警在查看自己手机时，发
现有人给他发来一段此前白色

奔驰车内男子辱骂他的视频和
微信聊天记录。有人劝男子赶
紧删除视频，别继续外传了。可
男子的脾气还挺倔，扬言：“就
不撤了，让他来收拾”、“我正愁
事少，有能耐拘我”……

于是，当事交警选择了报
警，骂人男子被传唤至派出所，
在证据面前低下了头。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的
相关规定，男子被依法行政拘
留 5 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
定：“全国实行统一的道路交通
信号。交通信号包括交通信号
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

警察的指挥。”第三十八条明确
规定“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
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
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
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
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
的原则下通行。”

也就是说，交通警察的指
挥手势是“第一交通信号”，当
交通岗上的信号灯与交通警察
的指挥手势不一致时，应当按
照交通警察的指挥手势信号进
行通行。

白色奔驰车的女驾驶人和
乘车人没有学好《道路交通安
全法》，认为已在左转弯车道
不能直行，要被拍照。其实交
警部门电子警察抓拍交通违
法行为有严格审查程序，不
会在交通警察指挥通行时进
行拍照从而认定为违章。驾驶
人只要记住一点就行：听交警
指挥。

据《辽宁晚报》

男子发视频骂交警，被拘留5天
辽宁男子把辱骂交警

的视频发到群里，别人劝
他赶紧删除，他却说：“不
撤了，我正愁事少，有能耐
来拘我”。最终男子被依法
行政拘留 5 天。

妻子婚前患艾滋，
丈夫婚后才知情

南通市有一对夫妻当初在
办理结婚登记前，共同在当地婚
检机构进行了婚前检查，各项检
查均显示不存在不宜结婚的健
康状况。

婚后不久，妻子生了个孩
子，可是这时候男子发现妻子竟
然早就患有艾滋病，一怒之下，
他将婚检机构告上了法庭，并索
赔 10 万元彩礼损失和 2 万元精
神损害赔偿，但法院却判决驳回
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婚检机构
未能及时检查出女方系 HIV 感
染者，与男方决定是否与女方缔
结婚姻、是否交付彩礼、是否造
成相应损失均无直接因果关系，
因此驳回了男方的赔偿请求。

但有律师认为，女方在婚前
故意隐瞒患艾滋病的事实，除了
应当在道德层面予以谴责之外，
如果造成严重的后果，也可追究
相应的法律责任。

据中国青年网

点评律师：李敬涛
济南避风港律师事务所主任

叶某行为按盗窃罪论处有失偏颇
倘若属“无因行为”

叶某行为应适用民法

平安壹钱包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并非银行机构。查看《壹钱
包服务协议》可以看到，“本公司
并非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本服
务也非金融业务，本协议项下的
资金移转均通过银行来实现。”

“无论您通过以上(协议约定的)
何种方式向本公司发出指令，都
不可撤回或撤销，且成为本公司
代理您支付或收取款项或进行
其他账户操作的唯一指令，视为
您本人的指令，您应当自己对本
公司忠实执行上述指令产生的
任何结果承担责任。”

也就是说双方早有约定，叶

某通过指令从银行卡向花漾卡
转钱、以及使用花漾卡余额的指
令，是不可撤销，公司方面都忠
实执行，这比较符合法律上的“无
因行为”。

无因行为是不以原因为条件
的民事法律行为。即不论原因是否
欠缺、违法等，该行为自完成时起
发生效力，不受原因行为的制
约。既然如此，叶某向花漾卡转
入资金以及使用花漾卡资金的
行为，违反什么法律呢？怎么能
构成犯罪呢？而且若非商务公司
方面出现失误，那么无论叶某进
行多少次充值，对方都是非常欢
迎的，无论其原来银行卡钱款来
源如何，叶某想单方要求退还，
那都是难以实现的。

损失源于系统故障

壹钱包也有过错

商务公司的损失来源是其
系统故障，叶某最开始获利虽属
不当得利，但并非故意为之。叶
某之后进行的 350 次“充值”操
作，其本身虽明显具有恶意和过
错，但仍属于不当得利，属于民
事纠纷。

另外，《壹钱包服务协议》约
定，“因本协议产生之争议，均应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予以处
理，并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
辖。”商务公司因自己系统故障造
成的损失，也应承担一些后果，其
相应损失应当通过协商以及民事
诉讼方式来要求叶某予以返还。

叶某的后续行为被认定“具
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并因此构
成盗窃。但通过上文分析可知，
壹钱包和花漾卡的钱只是属于
商务公司代管，如果因叶某占有
和使用了交给别人代管的“自己
的钱”而认定叶某具有“非法占
有目的”，并因此认定他构成盗
窃罪，的确有失偏颇。因为刑法
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即“法律
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
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
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
刑事诉讼法也确定了疑罪从无
原则，罪刑法定和疑罪从无原则
无疑是经过法律价值和利益衡
量后的利益最大化选择。

身边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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