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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

网贷逼死大学生，还可追债其父母？

近日，河北某高校大三学生
李某，因深陷校园贷不堪重负，在
学校附近的宾馆内自杀身亡。据
其家属回忆，在李某生前，李某父
亲曾前后打款4万元替其还款。而
李某死后，网贷公司仍然不停打
家人电话催债，并发微信恐吓。

2018年1月19日晚上7时许，
车主黄某驾车载同事骆某、戴
某二人到某酒店与朋友饮酒吃
饭。饭局结束后，车主黄某突然
意识到自己是驾车过来的，决
定打电话通知同事过来开车。

“过来开车没问题，但我在排练
歌曲，得等十来分钟。”听到电
话那头说要十来分钟，骆某便
自告奋勇地表示：“我喝了没多
少，公司也很近，我来开！”

当时黄某心里虽然犹豫，
可又想骆某喝得不多或许可以
一试，便把钥匙给了骆某。结
果，骆某开车出门不到3分钟就
被查获。而车主黄某也因把车
钥匙给饮酒后的骆某这一行
为，以共犯身份被调查。

目前，车主黄某与骆某因
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公安机关立
案查处。危险驾驶的共同犯罪
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在饮酒过程中，行为
人明知驾驶员必须驾车出行，
仍极力劝酒或胁迫、刺激其饮
酒，且饮酒后不给其找代驾的
行为。

二是行为人明知驾驶员饮
酒，教唆、胁迫或命令驾驶员驾
驶机动车辆的行为。

三是车辆所有人明知借车
人已经醉酒且要求驾驶机动车
时，仍将车辆出借给借用人的
行为。

据《文萃》

对于城市中常见的，因遛狗
而产生的纠纷，近日，济南警方就

《济南市公安局关于加强养犬管
理的通告》向社会征集意见。通告
中拟规定，市民遛狗时绳长不得
超过1 . 5米，引发争议。昨日，济南
市公安局养犬办一名相关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遛狗绳长数据，是畜
牧部门经过实验后得出的，是“不
至于影响他人所应保持的安全距
离”。一旦发生纠纷，束犬绳的长
度是否符合规定，将成为警方裁
决时的判断依据。

违反本通告，或者阻碍行政
机关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
关依法予以处罚；两年内累计受
到行政处罚三次以上的，依法没
收犬只，五年内不得饲养犬只;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济南市公安局养犬管理办公
室一名负责人指出，两年内累计
受到行政处罚三次以上者，警方
将在五年内拒绝为其办理饲养证
件，“现在办证都需要本人身份
证，一旦有这种处罚记录，就相当
于上了黑名单”。被没收的犬只，
将被送往动物救助机构，符合条
件的，可被他人收养。

据《新京报》

济南拟规定
遛狗绳长不得超过1 . 5米

■法律新规

案件回放：年近花甲的马
某，每天晚饭后都会到家附近
的大学操场跑上一圈。一天他
如常在跑道上慢跑时，被一个
正在接球的小伙子朱某撞到，
小伙子后转身时，右手手肘撞
到了马某的左腹部。马某觉得
腹部很痛，随即报警，被紧急送
往医院。经医院诊断为脾破裂，
并马上进行了脾切除手术。后
经司法鉴定，马某构成八级残
疾。出院后，马某将朱某与上述
大学诉至法院，要求赔偿30万
元。近日，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撞人者与学校方面分别承担
60%及20%的赔偿责任，原告自
行承担20%。

说法：经调查，被告朱某踢
球的红土区域与跑道紧密相连，
且不是踢球区域，增加了意外事
故发生的风险；在接球过程中其
背向跑道快速移动、接球后迅速
转身，对可能撞到跑道上人员的
风险放任不管，对事故发生存在
明显过错，故其对原告的损失
应承担主要责任。

同时，涉案大学作为操场
的管理人，红土区域并非绿茵

场地，不能作为足球场地使用，
但其既未在醒目之处设置警示
标志及警示用语，又未对朱某
等人的不当行为加以纠正及制

止，因而对事故的发生也存在过
错，故其对原告的损失应承担次
要责任。另外，原告作为成年人，
对周边环境的潜在危险本应有
一定的预判能力，事发时红土区
域处于原告可察范围内，其对于
背向自己跑动的朱某未能及时
避让，因而对事故的发生也存在

一定的过错，应自行承担一定
的责任。 据《科教新报》

校外人员操场被撞，学校担责两成

■身边案例

2013年6月，周某（男）与赵
某（女）在朋友聚会上相识并坠

入爱河，2014年2月，赵某向周某
借款四万元，并写下欠条，注明
日后一定偿还。但借款还未偿
还，双方就办理了结婚登记成
为夫妻，借款一事双方此后都
未提及。2015年8月双方因感情
破裂，协议离婚。此后，周某提
出让赵某偿还在恋爱期间所借

的四万元。但赵某认为，双方之
间的借款，已经成为夫妻之间
的共同财产，自己无需再偿还
周某的借款。协商无果，周某将
赵某告上法庭，要求赵某偿还
四万元借款。

经法院审理作出判决，被
告赵某偿还周某借款四万元。
周某借给赵某的钱款是在恋爱
期间，这属于周某婚前个人财
产，此钱款不因婚姻关系的缔
结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赵
某所写的欠条体现了周某与赵
某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赵
某所借的钱款用于自身生活，
并非用于二人结婚时夫妻财产
购置或者婚后生活，不存在债
务婚后抵消或部分抵消情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的规定，赵某应当偿还周某的
借款，故法院作出此判决。

链接：夫妻个人财产认定：
（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
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
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
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四）一
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其他
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据《法制晚报》

车主让醉酒者驾车
也以醉驾论处

恋爱期间借款
结婚后仍需偿还

安徽省17岁的小志（化名）
迷上了一款网络游戏，仅一个
半月竟花掉了全家近26万元的
积蓄。未成年人消费在游戏上
的钱款能否要回？

事后，小志的父亲肖先生
联系游戏公司客服要求退款，
却遇到重重阻碍。

法律界人士表示，从法律
角度来讲，孩子大金额充值或

打赏属于远超过自己认知的行
为，父母作为监护人，可以通过
搜集证据举证小志的行为是未
成年人非理性消费，申请无效
认定，对钱款进行追回。

虽有法律“护航”，但举证
困难是其中的难点和障碍。有
的平台会要求家长出示账号、
消费账单、亲子关系证明等资
料，以对其进行评估判定。如

果上述证据链不全，游戏公司
可能不配合，甚至拒绝家长的
退款请求。

律师建议，家长要对未成
年人的游戏充值行为尽到监护
职责，相关网络平台应在手机
游戏端和相关网络直播平台实
施实名身份证注册管理，构建
相应的家长监管平台。

据民主与法制网

少年玩网游花 26万 家长追款困难重重

21岁的李某，是河北一所高
校的大三学生。2018年1月30日，他
被发现在张家口学校附近的宾馆
内死亡。警方解锁其手机后，发现
他生前在多家网络贷款平台贷
款，曾用贷款购买苹果手机。

宾馆延误救治时间？

据李某姐姐回忆，1月30日
凌晨3点20左右，习惯半夜起床
的李运生（化名）醒来后，看到儿
子李某发来的轻生短信。李运生
立即打电话询问，李某默不回
答。李运生安慰儿子，“好好睡一
觉。明早我们谈一谈。”

天亮后，李运生却发现儿子
的电话再也打不通了，遂嘱托儿
子在学校的朋友张某帮忙寻找。
7点50左右，张某到达李某住宿
的宾馆询问，宾馆方面称未有此
人入住。

当晚21点27分，李某的家人
接到学校老师打来的电话，称派
出所接到一则“孩子自杀死亡”
的报警电话，现场有李某的身份
证，让家属前去确认。

听到这一消息，李某的父

亲、母亲、姐姐、叔叔四人连夜乘
火车从陕西榆林赶往河北张家
口，寻找儿子。1月31日下午，一
行四人到达张家口市新车站派
出所后，被警方带到殡仪馆，确
认死者正是李某。

据李某的叔叔回忆，“家人
没去过事发宾馆，警方告诉我们
已经把宾馆封锁，工作人员报警
晚，是因为宾馆工作人员当天换
班的原因。警方到现场时，李某
趴在宾馆卫生间的地板上，地面
散布着燃烧过的木炭灰烬”。

据李某的叔叔总结道，从通
话记录的时间来看，李某的去世

时间应当在凌晨3点20分之后，
当时距离张某7点50左右寻至宾
馆，过去4个半小时，如果当时宾
馆工作人员去寻找，或许李某还
有一线生机。

李某母亲称，家人从警方处
了解到，30日中午，宾馆并没有
查房，直到下午18时许，宾馆上
门催促李某缴纳房费时，才发现
趴在地上的李某。18时45分，警方
接到事发宾馆工作人员报警，
120救护人员赶到后，确认李某
已死亡。家人质疑宾馆早晨为何
否认李某入住，认为宾馆延误了
抢救儿子生命的时机。

催款信息骚扰家人

2017年10月中下旬，父亲知
道儿子背负网络贷款后，曾断断
续续给李某打了共计 4 万多元
用于还款。李运生回忆，儿子称
自己有 5 万多元的欠款，到快放
寒假时，欠款数额剩余五六千元。

放寒假后，儿子没有直接回
家，在学校周边做兼职挣钱还欠
款。他告诉家人，说等过年时再回
家。距过年还有半个月时，李某却
身亡宾馆，至今尸体还未还乡。

李某母亲告诉记者，她第一
次接到网贷公司的催债电话之
后，曾多次询问儿子网贷一事，
儿子都默不回答。他们从警方得
到的信息是李某贷款的网络平
台很多，据李某的朋友张某讲，
李某曾在五家网贷平台贷款。

现在，儿子已去世两月，仍
不断有网贷公司的人拨打家人
的电话催债，发微信恐吓家人，
称“不还钱，你们看着办！”2月24
日，因经受不住微信上的催债恐
吓，她向警方举报网贷公司骚扰
家人。 据中国青年网

本案中李某不堪校园贷的
压力，在宾馆自杀，李某死亡后，
校园贷能要求李某的父母偿还
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
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债务人
死亡的，债务人的继承人应该在
其继承的财产范围内清偿债务，
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
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可见，如
果死者有遗产并且已经由死者
的父母继承，才可以要求其父母
在继承范围内来偿还。具体到本
案，李某作为大三学生，本身并

没有经济收入和财产，其死亡
后，李某的父母并没有义务来偿
还李某的债务。

宾客在宾馆中自杀，宾馆是
否要承担责任？根据《侵权责任
法》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
的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
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
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一般情况

下，自杀是死者的故意行为，是其
自己的行为结果，且无法预见，因
此避免宾客自杀不是宾馆合理
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宾馆对
宾客自杀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如果宾馆确实延误
了救助李某的时机，是否要承担
责任？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宾馆
作为安全保障义务人如果有过
错，则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
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
充赔偿责任。宾馆在了解到宾客
在住宿期间有可能自杀的，应采

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制止宾客自
杀，否则是宾馆未尽最大之谨慎
注意义务，未将宾客的生命安全
考虑放在首位，因延误救治时间
导致宾客死亡的，宾馆应承担相
应比例的违约赔偿责任。

李某的自杀为我们再一次
敲响校园贷的警钟，作为直接的

教育机构应当担负起相关的教育

和治理义务，对在校大学生进行

“校园贷”相关的普法教育，提高

学生的思想意识，也应当加强学

校环境的监管，阻止不规范的“校

园贷”进入校园，同时对于陷入
“校园贷”的学生进行挽救教育。

死者无遗产继承，网贷无权追债

点评律师：汪丽张
山东泉灏律师事务所主任

李李某某生生前前贷贷款款分分期期购购买买苹苹果果手手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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