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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过度疲劳诱发高血压

造成脑溢血

2015 年冬，张某计划赴汉中
看望老丈人，因好友王某多次要
求张某去汉中时叫上他，就顺便
邀请了王某。本想带着好朋友在
汉中好好玩两天，没想到却发生
了意外，二人刚到汉中，王某就
因过度疲劳诱发高血压造成脑
溢血，最终导致七级伤残，花费
高额医疗费。意外发生后，两家
人因医疗费赔偿问题协商无
果，最终起诉到鄠邑区法院。

王某称，张某是叫他帮忙
到汉中接妻子回家，二人半夜
出发，在途中相互替换驾驶车
辆，夜间经过几小时长途行驶，
加之天气寒冷致他疲劳过度。
次日上午10时许，他突发脑溢
血，后辗转住院治疗长达3个多
月，造成7级伤残。王某认为，他
是给张某义务帮工，帮助张某
奔赴汉中接其妻回家，在帮工

过程中发生意外，遂要求张某
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共
计26万余元。

张某则认为，因王某主动要
求要一同前往，他才在去看望岳
父时好意叫上他，并没有打算要
王某帮忙接妻子回家，且在赴汉
中途中，王某仅开车 40 分钟左
右，双方不存在帮工与被帮工的
关系，坚决不同意赔偿。

义务帮工关系不予确认

酌情承担 30% 的补偿责任

办案法官综合双方提交的
证据及司法鉴定结果，经审理
认为，王某在本案中没有提供
充足的证据证明其与被告张某
出行系帮工行为，根据“谁主
张，谁举证”的原则，王某应当
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西
安市鄠邑区法院对双方义务帮
工关系不予确认。因原告在出
行前经过一天劳作及原告途中
驾驶车辆时间较短的事实，再

结合被告对原告身体状况缺乏
考虑的情况，酌情确定被告张某
对原告的损害结果承担 30% 的
补偿责任，向王某补偿医疗费等
1 . 3 万元。判决生效后，张某已及
时履行了判决确定的义务。

补偿责任和赔偿责任的区别

法律人士解释：补偿一般是
法律基于公平原则而做的填补
性规定，目的是填补受害人的
损失，对承担补偿责任的个体
并不进行否定性评价，通俗点
说就是你没做错，但是为了公
平，多少给人家受害人补偿点。
而赔偿则是法律为了惩罚责任
人而进行的惩罚性规定，目的
不仅是补偿受害人损失，更侧
重惩罚责任人，对承担赔偿责
任的个体进行否定性评价。通
俗点讲，就是你的行为是违法
的，法律通过要求你赔偿，让你
以后不敢再犯。

据《华商报》

据介绍，1月21日，有一商家
报案称，2017年9月，一男子到其
超市内购买了2 . 4元的饼干后，
声称饼干是过期的。食药监所执
法人员到现场处理，并下达责令
整改通知书。同时，该男子就此
事向海港食药监所投诉。迫于无
奈，店主最终向该男子汇款4000
元。随后，该店老板与另一家同
样遭遇同一男子高额索赔的店
主，以“被敲诈勒索”为由向海秀
西派出所报案。

随后，海秀西派出所对此事
进行立案调查。最终，警方锁定
嫌疑人唐X洲。

记者了解到，唐X洲，现年27
岁，澄迈人。“在掌握该嫌疑人的

身份信息后，我们将其信息挂到
网上进行联控。”负责此案的陈
警官告诉记者，只要嫌疑人一使
用身份证，我们就可掌握其动
向。3月4日晚，海秀西派出所民
警将正在某网吧上网的唐X洲
传唤到派出所询问。

“通过对其审问，唐X洲承
认对50多家超市、商行进行过高
额索赔，其中给钱的20多家。”陈
警官说，据唐X洲交代称，他此
前做过前台服务员、销售人员，
后来跑摩的，而他并非故意去购
买过期食品进行索赔。他自己也
从未主动向商家要钱，都是商家
主动联系商讨赔偿问题。

经初步统计，警方已对唐X

洲通过索赔获得的7万多元进行
扣押，并对其刑事拘留。目前，警
方正搜集证据，一旦核实，将移
送检察机关处理。

律师对此解释道：一般情况
下，消费者权益受到商家侵害
后，可以向有关部门举报、控告。
这既是一种监督行为，也是一种
维权手段，并不具有非法性和强
制性，基于合法权益被侵犯的索
赔，不等于敲诈勒索。是否构成
敲诈勒索的界限在于，行为人主
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私
财物的故意，客观上是否实施

“威胁或要挟”行为。
对于销售“过期”食品的商

家，监管部门要视情节引导改正
或查处打击。但如果消费者“过
度维权”，不仅浪费行政资源，还
涉嫌违法犯罪。

因此，商家应诚信经营，消
费者也需要理性维权、注重方式
和客观事实，不能突破法律底
线。 据《南国都市报》

案情：儿童游泳被划伤，诉
请游泳馆赔偿

该案发生在 2017 年夏天。7
月 2 日，10 岁的王某在市城区 A
健身中心交了 2000 元的游泳培
训费，当月 17 日正式开卡游泳。

未曾想，下水后不到1小时，
王某的右脚就被泳池内壁凸起
的瓷砖划伤，伤口从右脚大拇
指往下长约2寸深，大量流血。在
简单处理后，王某被送到了市
第一中医医院进行手术缝合治
疗，伤口缝合达9针。半个月后，
伤愈拆线。其间，王某的医疗费
用全部由A健身中心支付。

当年8月14日，王某向武陵
区人民法院递交起诉书，请求
法院判令A健身中心赔偿交通
费、营养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
5960元。另外，王某及其法定代
理人还当庭提出，A健身中心还

应支付精神损失费3000元，共计
8960元。

判决：驳回精神损失费诉
讼请求

收到王某的诉状，武陵区
人民法院依法为其办理了立案
登记。

王某的父亲为王某在A健
身中心购买游泳培训服务，王
某的人身应当得到经营者的
保护。因经营者体育服务设施
的缺陷，造成了王某受伤，经
营者应当赔偿。根据《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王某能获得医疗
费、护理费、交通费。武陵区人
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医疗费由
A健身中心支付，营养费缺乏
依据不予支付。经重新核算，
护理费确定为2250元，交通费
酌定为200元。

至于精神损失费，法院认

为，王某的伤情未达到需要精
神损害赔偿的程度，不予支持。
据此，日前武陵区人民法院对
该案作出一审判决，A健身中心
赔偿王某各项损失2450元，驳回
王某其他诉讼请求。

说法：消费者可在哪些情
况下提起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是权利主体
因其人身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
使其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受到
损害而要求侵害人给予赔偿的
一种民事责任。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规定，当经营者有侮辱诽谤、
搜查身体、侵犯人身自由等侵
害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
权益的行为，造成严重精神损
害的，受害人可以要求精神损
害赔偿。

据《温州晚报》

日前，一个在网络上诈人
钱财的骗子被推上了人民法院
的被告席。

最先被骗的是一位女士。
她在某贴吧上发帖说，在某贷
款平台借款被骗了，她想消除
贷款记录。帖子一出，便有人
通过微信联系了她。这个人叫
牛某，30 岁。2017 年 5 月 30 日，
他告诉这位女士，自己能够“摆
平”这件事，不过需要钱。这位
女士信以为真，3 天后，通过
支付宝和微信共给牛某转了
1140 元。收了钱的牛某，还冒充
某贷款平台工作人员，以消除
记录为由，又骗走了这位女士
2455 . 95 元。

同年 8 月，有人发帖称想
登录别人的微信。牛某联系发
帖人称，自己能帮助其微信盗
号。发帖人就乖乖地把 400 元
钱打给了他。再后来，牛某又在
网上骗了一位想找人代办信用
卡和贷款的，获利 2800 元。

“三单生意”，牛某累计骗
得3位受害人6795 . 95元。

不久，东窗事发，牛某落
网。2017年11月24日，武陵区人
民检察院以牛某犯诈骗罪向武
陵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日前，
武陵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
案。法院认为，牛某的行为已构
成了诈骗罪。综合其它情节，法
院于近日对该案作出一审判
决，牛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
刑 7 个月，并处罚金 8000 元。

据《常德晚报》

结伴出行病倒，可向同伴索赔？

男子索赔50多家超市 涉嫌敲诈被拘
去年9月2日，一男子在海口一超市花2 . 4元买到过期饼干，在

执法人员对该超市责令整改的3个月后，该男子多次就此事投
诉，最终“获赔”4000元。经记者调查发现，海口有52家超市均遇到
类似事件，索赔者系同一男子，索赔金额大多数从4000至7000元
不等。今年3月5日，涉事男子唐X洲因涉嫌敲诈勒索已被海口海
秀西派出所刑事拘留。

泳池伤人，管理方无须赔偿精神损失

离婚时可否
分割对方养老金

问：我与李某因感情不和
且矛盾无法调和，要办理离
婚。我工资较高，所以养老保
险缴费和日后领取的保险金
较高，李某要求分割我的保险
金，但我并未退休，该保险金
也取不出来。李某是否有权要
求分割？

律师解答：根据《关于适
用 婚 姻 法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三）》第十三条规定：离婚时
夫妻一方尚未退休、不符合领
取养老保险金条件，另一方请
求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养
老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婚后以夫妻共同财产缴付
养老保险费，离婚时一方主张
将养老金账户中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个人实际缴付部分作
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该规定，
因您尚未退休，不符合领取养
老保险金的条件，故李某无法
分割您的养老保险金，但您与
李某婚后以夫妻共同财产缴
付的养老保险费，李某有权要
求补偿。

据《民主与法制周刊》

■普法

网络行骗“三单”
被判刑7个月

因十分向往汉中的
秀丽风光，30多岁的王
某跟随好友张某赴汉中
探亲，却不幸突发脑溢
血，不仅没有游玩，二人
还因赔偿问题闹上了法
庭。近日，西安市鄠邑区
法院判决张某对此次意
外承担30%的补偿责任，
王某承担70%的责任。

不动产抵押
应当办理抵押登记

2015 年 7 月 10 日，华女士
因美容院需要资金周转，向易
某多次借款共 25 万元，承诺一
个月后偿还，同时向易某出具
了借条。借款到期后，易某多次
向华女士催讨，但华女士一直
拖延，拒不偿还。2016 年 6 月 1
日，双方达成了还款意见，并约
定华女士将名下房产的购房
合同原件交予易某作为此借
款的抵押，并与易某签订了还
款协议。该协议约定华女士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将借款
一次性全部付清，如到期未还
借款，易某有权单方将该房自
行处理。在诉讼过程中，易某
称华女士不还钱她就要房子。

临澧县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华女士向易某借款并出
具借条，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
关系成立，当事人应履行各自
的合同义务。故华女士应偿还
易某借款25万元并支付自2016
年6月1日起至借款清偿之日
的利息。因物权法规定，不动
产抵押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
押权自登记时设立。抵押权人
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
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
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
所有。故还款协议中关于华女
士将涉案房屋以20万元抵押
给易某，如到期未还清借款，
易某有权处置该房屋的约定，
与物权法的上述规定不符，故
法院对其效力不予认定。据
此，法院判决华女士偿还借款
25万元并支付自2016年6月1日
起至借款清偿之日的利息。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第九条 不动产物权的设
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
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
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第一百八十六条 抵押
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
得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
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
权人所有。 据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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