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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姆一起吃保健品

子女发生争执

老郭和妻子育有三个子
女，妻子去世后他一个人生活。
老郭患有帕金森病，2012年5月，
他去劳务市场找到保姆耿某，
来照顾自己的生活。两人并没
有签订劳务合同，只是口头约
定老郭每月会支付报酬2000元。
老郭每月收入为 6000-7000 元，

自 2012 年 7 月起，耿某保
管并支配他的收入。每个月扣
除两人的日常生活支出，剩余
全部归耿某所有，而老郭也不
会再付报酬。耿某刚来照顾老
郭时，老郭的三个子女每月来
探望父亲两三次。

但从 2015 年起，耿某用老
郭的大部分收入来购买保健品
供两人服用，三个子女为此事
和父亲发生争执。后来三个子
女便减少了探望父亲的次数，
偶尔由配偶前来探望。

与此同时，耿某找来冯某
做兼职保姆，声称由两人一起
照顾老郭。

保姆草拟协议

老人把房子遗赠给她

2016 年 1 月 15 日，耿某找
来律师草拟了一份遗赠扶养协
议，并邀请两名保健品销售人
员和兼职保姆冯某作为见证
人。在保健品销售人员的协助
下，老郭在协议尾部摁印，耿某
也签了字。因耿某的委托，律师
还将签订过程录制下来。

该遗赠扶养协议的大致内
容如下：“老郭将名下的房产遗
赠给耿某，由耿某来负责他的
生养死葬。主要是指耿某在生
活上照顾老郭，可以支配他的
工资，但重大的医疗支出等费
用，除报销外首先用老郭除房
子外的财产支出。如果老郭单
方处置遗赠财产导致这个协议
解除，耿某有权要求老郭退还
已支付的扶养费（按每个月
6000 元计算）。”

老人生病昏迷

保姆却不告知子女

协议签订后不久，老郭的

病情加重，甚至卧床不起，耿某
发现他的身上患有褥疮。2016年
6月，老郭出现昏迷的状况，但耿
某并没有把他送去就医，也没
有通知他的子女前来送老人去
医院。一个星期后，三个子女来
探望父亲时，发现他病情加重，
急忙将父亲送往医院，才发现
父亲患有大面积褥疮。在老郭
入院治疗后，耿某随院照料。

2016年7月，在耿某不知情
的情况下，三个子女将父亲转
至另外一家医院。一个半月后，
耿某找到老郭，三个子女看到
后立即报警，她只得离开。

2016 年 10 月，老郭因病去
世，三个子女办理了他的丧葬
事宜。一个月后，老郭的儿子以
继承的方式办理了原遗赠房产
的产权变更登记，并向耿某发
送律师函，告知她房子已被继
承要求耿某搬离房屋。而耿某
拒不搬离，她认为遗赠扶养协
议有效，应该她来继承这套房
子。双方争执不下，耿某将老郭
的三个子女告上法庭。

据《北京晨报》

保姆拟遗赠房产协议为何无效

遗赠扶养协议是一种平等、

有偿和互为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
法律行为，协议的维系需要双方
彼此间的高度信任和良好沟通。

合法有效的遗赠抚养协议受法
律保护，但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
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上述三个条件须同时满足，
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才产生相
应的法律效力。

意思表示需明示作出

《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
规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
作出意思表示。沉默只有在有法

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
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
视为意思表示。

本案中，遗赠抚养协议系耿
某委托律师草拟制作，从录制的
现场视频来看，耿某的律师向老
郭宣读协议内容，老郭既没有明
确的自主意识表示只是简单附
和，也没有在协议上签字，所谓的
手印也是在保健品销售人员的协
助下摁的，即老郭并未明示作出

其真实意思表示；且见证人是保
健品销售员和兼职保姆冯某，这
些人与耿某均有利害关系，即该
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
实的依据。故法院对该遗赠扶养
协议是否是老郭真实意思表示
无法确认，同时对协议和视频录
像的合法性关联性不予采信。

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的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
无义务的权利，权利的取得必然
有义务的付出，义务的付出也对
应权利的取得。本案中的遗赠扶
养协议内容对耿某的扶养义务
只有生养死葬概述，并无具体约
定，而对老郭的义务设定明显较
多，且所有的扶养支出均是他的
财产支付，同时排除了用遗赠房
产支付扶养费用，限制了老郭的
财产处分权，该协议约定的权利
义务明显不对等。

遗赠扶养协议是双方有偿的

法律行为。按照协议，扶养人应承
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才能

享受受遗赠的权利。本案中，遗
赠抚养协议于 2016 年 1 月签

订，同年 7 月耿某即不再照顾老

郭。耿某没有履行约定的生养死葬

义务，在老郭出现褥疮和昏迷病情

后未及时送医，也没有及时通知其

子女送医，存在重大过错。即便遗
赠扶养协议有效，耿某也因未履
行遗赠扶养协议中的义务，而不
能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综上所述，本案中，遗赠抚
养协议是否是遗赠人老郭本人
的真实意思表示无法确定，但内
容违反权利义务相对等的原则，
且扶养人耿某未按协议履行扶
养义务，故秦淮法院认定该遗赠
扶养协议无效，驳回耿某要求继
承房产的诉求。

能否取得遗赠不单靠一纸协议

骗子通过非法购买 QQ 号
“潜入”家长群，3 个月轻松骗
取 20 万元“培训费”。最近，江
苏省句容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
捕了这名犯罪嫌疑人。

办理此案的检察官介绍，
这一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黄某
先以每个 6 元至 10 元的价格，
非法购买大量 QQ 号，批量加
入各种家长群。以那些群名片
标注“某某妈妈”“某某爸爸”的
家长为目标，以换新号等借口
加家长为好友，然后以子女的
名义谎称学校开设名师补习
班，每门课程需缴纳培训费
3600 元或 4800 元，并留下学校
老师联系电话。之后，黄某又假
扮老师与被害人联系，取得信
任后，向被害人提供非法购买
的银行卡卡号，要求被害人通
过银行汇款或是支付宝、微信
转账等方式缴纳培训费用。

检察机关特别提醒，涉及
学校培训收费，一定要核实清
楚再缴纳。

据《科教新报》

近日，某大学华同学报警
称 3 个月前经师弟介绍，帮某
网贷平台职工“李某”刷单冲业
绩，每刷一单可获 100 元佣金。
因为师弟也在做，因此华同学
认为消息可信。

“李某”要求华同学在指定
网贷平台用自己的身份信息申
请借贷，并承诺贷款本息全部
由“李某”分期还清。华同学于
是在平台贷款 13000 元，再全
额转账给“李某”。在分 12 期的
还款过程中，前两期“李某”确
实还款了。从第三期开始，华同
学却收到了“逾期还款提醒”短
信，这时却已联系不上“李某”。
此时华同学名下仍有 11000 元
的贷款未还。华同学急忙找师
弟商量，这才发现身边还有其
他同学也陷入了相同的骗局。

法律人士提醒：“佣金、提
成”只是骗子想出来的“幌子”，
先给点蝇头小利，同时，骗子还
会按照约定偿还前几期的月
供，取得信任，在此期间会继续
诱导你或更多的人贷款，然后
便断绝联系。因为贷款是用事
主的身份信息申请的，所以剩
下的款自然需要事主偿还。

据《广州日报》

点评律师：刘伟
山东海蔚律师事务所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日前联合发布《关于涉以压
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气枪铅弹
刑事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
自 2018 年 3 月 30 日起施行。

批复规定，对于非法制造、买
卖、运输、邮寄、储存、持有、私藏、
走私以压缩气体为动力且枪口比
动能较低的枪支的行为，在决定
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
刑罚时，不仅应当考虑涉案枪支
的数量，而且应当充分考虑涉案
枪支的外观、材质、发射物、购买
场所和渠道、价格、用途、致伤力
大小、是否易于通过改制提升致
伤力，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认知、动
机目的、一贯表现、违法所得、是
否规避调查等情节，综合评估社

会危害性，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确
保罪责刑相适应。

批复同时规定，对于非法制
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持有、

私藏、走私气枪铅弹的行为，在决
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
量刑罚时，应当综合考虑气枪铅

弹的数量、用途以及行为人的动
机目的、一贯表现、违法所得、是
否规避调查等情节，综合评估其
社会危害性，以确保罪责刑相适
应。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刑事处
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涉枪案
件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
特别是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
的枪口比动能范围很宽，致伤力
存在较大差异。这就要求对涉以

压缩气体为动力且枪口比动能较
低的枪支案件，在决定是否追究
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罚时不
能唯枪支数量论，以防止具体案
件的处理悖离一般公众的认知，
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此外，在
司法实践中，涉气枪铅弹案件同
样存在类似问题。

该负责人同时表示，批复仅
对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且枪口比
动能较低的枪支案件的定罪量刑
标准作出调整，对于以火药为动
力的枪支以及以压缩气体为动力
但枪口比动能较高的枪支的案
件，仍然要适用以往司法解释的
规定依法严惩，以确保司法标准
和裁判尺度的连贯性、一致性。

据新华社

“两高”明确气枪铅弹刑案定罪量刑标准

是否追究刑责不能只看数量 2016 年 8 月，51 岁的赵
春华在天津李公祠大街亲水
平台附近摆了一个射击摊谋
生。2016 年 10 月 12 日，她
在当地公安机关的专项行动
中被抓获。

2016 年 12 月 27 日，天
津河北区法院认为，赵春华非
法持有 6 支压缩气体为动
力的枪支，违反了国家对枪

支的管制制度，非法持有枪

支，情节严重，行为已经构成

了非法持有枪支罪。一审判
处赵春华有期徒刑三年六个
月。

据赵春华的女儿王艳玲
介绍，自己的母亲每天晚上
才摆摊，一个月能赚 2000 多
元。不过，这样的生意却给赵
春华带来了“牢狱之灾”。

据《重庆晨报》

摆射击摊谋生
被判刑 3 年

用手机玩麻将
涉嫌赌博

最近两年，随着互联网发
展，网上麻将悄然升起，不少麻
友不能去麻将馆，只能在网络
上玩起了麻将。四人成局，输赢
看分数，用微信红包支付，群主
还要抽成，甚至有些人一晚输
赢上万。

网络打麻将，使用第三方
网银支付兑现输赢，虽然看似
多在熟人之间进行，无伤大雅，
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其
本质仍是一种违法行为，涉嫌
赌博，情节严重可追究其刑事
责任。希望大家娱乐有度，不可
挑战法律的底线。

据搜狐网

骗子“潜入”家长群

大学生网贷刷单
被骗上万元

■案件追踪 ■相关链接

为了找个人照顾自己的
起居生活，独居的老郭请来
保姆耿某。几年后，耿某草拟
了一份遗赠扶养协议，让老
郭将价值200万余元的房产
遗赠给她。这之后，耿某对照
顾老人便不是很尽心，哪怕
老人昏迷了也没送去就医。
老郭去世后，耿某将他的三
个子女告上法庭，要求法院
支持她继承老郭房子的诉讼
请求。近日，南京秦淮法院公
布了此案进展，法院驳回耿
某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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