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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户开通e支付遭盗刷

2010 年 11 月 24 日，李某在某银行开具
了尾号为 2661 的账户，并签署了《电子银行
个人客户服务协议》。双方协议约定，即李

某需妥善保管银行卡号、银行电子口令、密
码等，并对通过以上信息完成的金融交易负
责。银行执行通过安全程序的电子支付指
令后，李某不得要求变更或撤销电子支付指
令；银行根据李某的电子银行业务指令办理
业务，对所有使用李某账户账号、客户编
号、密码及客户证书进行的操作均视为李某
所为，该操作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均为银
行处理电子银行业务的有效凭据。

2014年3月24日，李某开通了e支付，该支
付产品提供网上便捷支付服务，在开通e支付
功能后，通过手机接收到的短信验证码进行身
份认证，可进行小额网上支付、转账、缴费。

2017 年 2 月 3 日 22 时 32 分 26 秒至 2017
年 2 月 4 日 00 时 35 分 4 秒期间，李某在银行
预留的手机号码收到 95588 发送的短信若
干，通过此种方式李某借记卡账户发生 6 笔
消费共计 9994 元。

起诉银行被法院驳回

李某以某银行支行存在过错为由诉至
法院，要求银行返还自己银行卡上的 9994

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
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

请求。李某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法院认
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驳回李某上
诉，维持原判。

北京市二中院承办法官表示，本案的争

议焦点为涉案银行卡通过 e 支付方式消费

的 9994 元是否应当由银行返还。依据李某

与银行签订协议的约定，e 支付的交易方式

为：银行卡通过 e 支付方式交易时，银行首

先向预留手机号发送验证码，待反馈的验证

码正确后，银行完成付款；李某对通过 e 支

付交易方式完成的金融交易负责。本案中，

银行在 e 支付交易付款时，向涉案银行卡的

预留手机号发送了验证码，且收到了正确的

验证码，据此完成付款。银行该种做法符合

双方关于 e 支付交易方式的安排，并不存在

过错，且双方约定该种方式的交易视为李某

所为，由李某负责，故李某要求银行返还涉

案的 9994 元，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
此，北京二中院作出上述判决。 （人法）

职工病假期间的工资怎么发放？
海口董先生：我患有重病，想请病假一个月。我在病假

期间的工资该怎么算？
答复：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 号第五十九条规定：职工
患病或非因工负伤治疗期间，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由企业按有
关规定支付其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
费可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但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
准的 80﹪。

职工“短期病假”，企业应按下列标准支付病假工资：连
续工龄不满二年的，按本人工资的 60%计发；连续工龄满二
年不满四年的按本人工资的 70%计发；连续工龄满四年不满
六年的按本人工资的 80%计发；连续工龄满六年不满八年的
按本人工资的 90%计发；连续工龄满八年及以上的按本人工
资的 100%计发。

病假日工资＝最低工资标准×80%÷21.75 天（月计薪
天数）。

未成年子女拥有产权房属
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海口阳女士：我与王某结婚后买了一套房，以儿子的名
义一次性付清房款，并办理了所有权人为儿子的房产证。后
王某要求离婚，并主张分割儿子名下的房产。我儿子未满 10
周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此房屋系我们俩赠与儿子的
财产，能不能按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答复：根据原建设部《房屋登记办法》第 14 条规定：“未
成年人的房屋，应当由其监护人代为申请登记。监护人代为
申请未成年人房屋登记的，应当提交证明监护人身份的材
料；因处分未成年人房屋申请登记的，还应当提供为未成年
人利益的书面保证。”据此可知，未成年人进行房屋登记的情
形，包括接受赠与并由其监护人代为申请。

根据民法通则第 12 条第 2 款规定，不满 10 周岁的未成年
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
接受他人的赠与，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即使是纯获法律
上利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不能单独为民事活动，应当由
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你们既是赠与人，又是受赠人的代理

人。在此情况下，若将房屋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显然不利
于维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利益，违反“监护人应当履行监
护职责”的原则，不能实现立法目的。据此，对于将产权登记
为未成年子女的房屋，在离婚时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无论父母提出分割或收回该财产，都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

李某以登记在其名下房屋为某文化公
司提供担保，后因文化公司不能履行债务，
李某妻子王某认为法院无权强制执行抵押
自己与李某的夫妻共有房产。王某向法院
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要求法院停止强
制执行。近日，北京二中院二审经审理后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男子以名下房产为公司申请贷款

据了解，某文化公司向某银行申请贷款
300 万元，担保公司为文化公司提供担保。
2015 年 2 月李某以登记在其名下的位于北京
某房产向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保证在文化公
司不能按期归还银行借款时，自己向担保公司
承担保证责任。在办理公证债权文书及抵押

登记过程中，李某书面承诺其未曾登记结婚，
并向公证处出具了单身声明书和户口簿。

后文化公司未能按时向银行偿还借款，
担保公司于 2016 年向银行全额代偿了 327 万
余元本息。2016 年，担保公司向法院申请对
李某抵押房屋强制执行。执行中王某向法
院提出执行异议之诉，认为涉案抵押物属于
其与李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某擅自处分了
夫妻共同财产，属于无权处分。李某签署的
抵押反担保合同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而自始无效应停止执行。

一二审法院均驳回停止执行诉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自愿为某文
化公司提供反担保，担保物为李某与王某的

夫妻共同财产，李某担保行为属于无权处

分。但李某在公证书中已经出具声明书，声

明自己未曾进行过结婚登记，因此无论是担

保公司还是公证处都有理由相信李某的担

保物属于第三人个人财产，且该抵押物已经

办理了抵押登记，因此担保公司已经善意取

得了担保物的抵押权。担保公司在履行了

代偿义务后，有权利向第三人追偿，故担保

公司向法院申请执行符合法律规定。案外
人王某虽然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但其未能

提交足以阻止继续执行的证据，故法院驳回

王某全部诉讼请求。

后王某不服，上诉至北京市二中院，二
中院经审理后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
审判决。 （中法）

入侵家庭摄像头
贩卖他人信息
浙江省景宁一男子获刑

1年6个月

有不少人会买一个摄像头，安装在
家里，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或回看家里情
况。但在安全监控的同时，随时可能成
为别人偷窥的眼睛，让家里的活动变成
现场直播。

日前，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
院审理了一例新型网络黑客犯罪案，判决
被告人王某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
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非法控制计算机
信息系统罪和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数罪
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 1.3 万元。

2017 年初，景宁警方陆续接到多起以
拨打卖房、推销等骚扰电话实施诈骗的案
件。随后，景宁警方对各大论坛网站开展
了网上巡逻。就在警方深挖该起疯狂买
卖公民信息案件时，发现了一条贩卖家庭
摄像头信息的线索。

与贩卖公民信息案一样，河北籍的黑客
王某也是通过QQ群来联系和发展业务的。

2017 年 7 月，王某在网上看到家庭用
的摄像头可以被别人入侵控制，就加了
QQ 群。买了教程和软件，再加上群里

“高人”的几番点拨，王某成功破解网络
摄像头 IP，并通过破解网络摄像头密码
侵入到家庭摄像头，偷窥到了他人家里
的秘密。

为了获取利益，王某在网络上组建了5
个 QQ 群，将侵入、控制他人家庭摄像头信
息系统的软件、教程、IP打包，出售给他人。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王某侵入并控
制了 30 余台家庭摄像头的信息系统，向 50
余人次提供入侵、控制他人家庭摄像头信
息系统的软件和方式，从中获利 2000 元，

贩卖淫秽物品 28 个，获利 50 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某为获

取利益，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

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和工具 50 人次以

上，其行为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

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王某违反国家

规定，对 30 余台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非

法入侵和控制，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非

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王某以牟利

为目的，贩卖淫秽物品，其行为构成贩卖

淫秽物品牟利罪。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

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遂
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人法）

验证码被窃银行卡遭盗刷
法院认为银行不存在过错，驳回储户起诉请求

“未婚”男子抵押名下房产贷款
担保公司善意取得涉案房屋抵押权，其妻要求停止强执被法院驳回

因认为自己银行卡被盗刷，
某银行存在过错，北京市

民李某将银行告上法庭，请求法院
判决某银行支行返还自己银行卡
上的 9994 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
但一审、二审法院均判决驳回李某
的诉讼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