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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全额罚息或“名存实亡”

法院发文力挺持卡人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推出银行卡纠纷审理新规，之前饱

受诟病的信用卡“全额罚息”纠纷有望破解。
6 月 6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银行卡民事纠纷

案件若干问题》的征求意见稿（简称“征求意见稿”）。对于全
额支付利息条款的效力，此次征求意见稿给出了两种方案。
同时，持卡人按照合同约定的支付透支利息、违约金或者是分
期付款手续费等，超过年利率36%的数额部分或将不用支付。

“全额罚息”是指在还款最后期限超过之后，无论当月信
用卡是否产生了部分还款，发卡行都会对持卡人按照总消费
金额计息。例如，持卡人用信用卡透支了 1 万元，在还款期
内还了 9900 元，还剩 100 块没还，逾期日利息为万分之五，那
么逾期一天后该交的利息不是（100×0.0005）0.05 元，而是
（10000×0.0005）5 元。

尽管这种“全额罚息”方式在国际上已有先例，但事实
上，近年来，持卡人因被收取高额利息和滞纳金，与发卡行产
生了不少争端。

对于全额支付利息条款的效力，此次征求意见稿给出了
两种方案。方案一是持卡人选择最低还款额方式偿还信用
卡透支款并已偿还最低还款额，其主张按照未偿还透支额计
付记账日到还款日的透支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方案二是发卡行对“按照最低还款额方式偿还信用卡透
支款、应按照全部透支额收取从记账日到还款日的透支利
息”的条款未尽到合理的提示和说明义务，持卡人主张按照
未偿还透支额计付透支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发卡行
虽尽到合理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但持卡人已偿还全部透支额
百分之九十，持卡人主张按照未偿还数额计付透支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也就是说，以后遇到这种纠纷，持卡人按照最低还款额
还款并提出要按未还的部分来计算利息，法院应支持。即使
办卡时双方有约定，但是持卡人已还款 9 成以上，主张按未
还部分计算利息，法院也应支持。

然而，信用卡新规出台并不意味着“全额罚息”结束。京都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瞿丽红表示，目前，信用卡违约现象特别严
重，特别是小额违约情况很多，在处理时也让银行很头疼。所
以银行往往在信用卡条款制定时尽量保护自己，利用其自身的
优势地位，将有利于自己的条款表述强加进合同条款之中。

信用卡给人们带来不少便利的同时,也让一些人动起了
歪脑筋。恶意透支、信用卡诈骗的新闻屡见不鲜。“数额较
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均有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2009 年 12 月 16 日《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
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数额在
5000 元以上不满 5 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196 条规定的

“数额较大”；数额在 5 万元以上不满 50 万元的，应当认定为
“数额巨大”；诈骗数额在 50 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
特别巨大”。 （人网）

国家湿地成了私家湖泊

被誉为“长江之肾”的洞庭湖，是我国乃
至世界范围内的重要湿地。5 月中旬，记者

从益阳市沅江漉湖芦苇场抵达洞庭湖腹地，

发现一圈高高的堤坝横亘湖中，一眼看不到

尽头，围挡成一个独立的世界。

经多方求证，记者得知，这个巨型堤坝

是目前洞庭湖中最大私人矮围，其位于洞庭

湖的下塞湖区域，横跨岳阳、益阳两市，沅

江、湘阴、汨罗三县。

据漉湖芦苇场有关负责人介绍，洞庭湖

涨水为湖，落水为洲，漉湖芦苇场被誉为“江

南第一苇场”。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当地政

府将芦苇地陆续承包给企业老板。2001 年，

由于芦苇市场低迷，私营老板夏顺安发现其

承包的芦苇地不太挣钱，于是建堤圈地，在

里面种树、养鱼。

“他这样做等于把国家的湿地变成了自

己的‘私家湖泊’。”当地群众告诉记者，矮围

建起来以后，他们再也无法自由进出捕鱼，

芦苇也不能收割。从开始建设算起，“夏氏

矮围”已侵占洞庭湖湿地 17 年之久。

老百姓更为忧心的是，自从夏顺安的巨

型矮围建起来以后，当地防洪压力加大，鱼

类也减少了。“上世纪末，我在这里见过江

豚，夏家的矮围建起来之后，江豚就再也没

有来过。”当地一位渔民说。

几经周折，记者登上堤坝。洞庭湖此时
已值涨水季节，堤坝外湖水浩浩汤汤，而堤
坝内，芦苇一望无际。矮围上，猪、牛、羊成
群，牲畜粪便无处不在，将洞庭湖湿地变成
养殖场。

沿着矮围，记者发现堤坝上多处堆放砂
石，还有两处非法砂石码头。就在草尾河漉
湖段的河长公示牌对面，大型挖掘机正将堆
放在矮围上的砂石往排队的货车里倒。在
另一处非法砂石码头附近，有多艘四五层楼
高的大型挖沙船停靠，满载砂石的运砂船正
往湖中驶去。

多次整治依然不为所动

“根据我国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开垦、填
埋或者排干湿地，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
徙通道、鱼类洄游通道，擅自放牧、捕捞、取
土、取水、排污都是被禁止的。夏某可谓条
条都犯，如果证实有挖沙、采矿等活动，问题
就更严重了。”南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沅江市
管理局副局长万献军说。

事实上，“夏氏矮围”早已被各级政府部
门下令整改多次。

2014 年，这个洞庭湖上的巨型矮围被湖
南省遥感中心通过卫星监测发现。公开报
道显示，这个矮围呈封闭状，据水利部门测
量，矮围围堤周长达 17 公里，堤高 33.5 米至
35.5 米 ，顶 宽 8 米 至 15 米 ，底 宽 约 80 米 。

2015 年，因其违反防洪法，湖南省水利厅多
次要求当地水利部门采取措施。2016 年，沅
江市出台《沅江市拆除洞庭湖矮围网围专项
行动实施方案》。

但记者调查发现，整治措施没有严格落
实，超级矮围的破坏性影响依然存在。

根据上述沅江市洞庭湖矮围拆除方案，

闸口必须全部拆除。2017 年 5 月 7 日，当地

对“夏氏矮围”位于沅江市漉湖芦苇场境内

一高约 16 米、长约 70 米的节制闸实施爆破

拆除。但记者近日在现场看到，节制闸爆破

地仅可见一条约 1 米宽的小水沟将堤内外的

水连接。

沅江市规定，以闸口为中心拆除矮围堤

坝总长度的 20%，达到与大湖相通。记者在

现场看到，此节制闸周围的堤坝纹丝未动。

闸口所在的沅江市漉湖芦苇场一干部说，拆

除的堤坝换了个位置，不在闸口附近。而当

记者跟随他到达所谓的拆除处时，发现这里

原本约 30 米高的堤坝，仅比周围堤坝矮了 2

米左右。

沅江市还要求拆除矮围中的附属建筑

物，但记者见到矮围内多栋两三层建筑完好
无损，没有一丝要被拆除的迹象。

记者问为何不按沅江市制定的拆除实
施方案执行，这位干部表示，操作中确有调
整，不过是“上面”同意了的。记者追问，是
否有文件等资料证明，这位干部避而不答，

却说“反正这是通过了验收的”。

拆除矮围为何如此之难

近年来，湖南大力拆除洞庭湖区非法矮
围，“夏氏矮围”能够不为所动，记者发现，其
根本原因还是背后复杂的利益纠葛。

夏顺安告诉记者，到 2014 年才有政府部
门表示其矮围不合法。“我长达 13 年违法，陆
续投入了近 2 亿元，你们怎么才发现？”据
此，他认为历史责任不应由自己背负，如果
要清除矮围，政府必须进行补贴。

漉湖芦苇场相关负责人表示，芦苇场仅
将芦苇地承包给夏顺安，但从未允许其在承
包地建设矮围。可事已至此，光拆除费用就
要几千万元，谁来出这个钱？

记者查看夏顺安与漉湖芦苇场签订的
《湖洲租赁承包合同书》，发现上面写着“承
包费根据市场行情，价格实行一年一定”。
2014 年至今，夏顺安承包的下塞湖没有上交
过承包费。

既然夏顺安拖欠承包费，已经违约，政
府为何不终止合同？漉湖官员回复记者称

“要人性化操作”，合同执行过程中有具体
情况，以前状况好的时候，夏顺安帮助芦苇
场做公共事业、场里资金周转困难的时候
出了力。至于他违反了国家的规定，是另
外一回事。

“我和当地干部交流的时候，发现他们
有畏难情绪，不敢对他依法处理。”益阳市一
位知情的干部告诉记者。

多位受访人士表示，“夏氏矮围”的问
题具有代表性，洞庭湖长期以来承担着生
产和生态两大功能，由于利益驱使，在部分
区域破坏了生态平衡。要使洞庭湖恢复碧
水蓝天，必须破除地方上盘根错节的利益
关系。

中科院洞庭湖湿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
站站长谢永宏等专家分析认为，对“夏氏矮
围”的处理，应着眼于水利防洪、生态环境、
当地民生，尽快落实拆除费用，明确追责措
施，制定了方案就必须严格执行。

据记者最新了解，督察开展后，当地政
府已迅速采取措施进行整改。6 月上旬，益
阳市组织 59 台大型机械和 4 艘作业船只，计
划 20 天内拆除全部剩余围堤，并严查该问题
背后的“保护伞”和失职渎职行为。

（据新华社）

湖南一老板将国家湿地变3万亩私家湖泊

政府严令拆除依旧岿然不动
在洞庭湖深处，一道高

高 垒 砌 的 堤 坝 似“ 水 中 长
城”，围出一片面积近 3 万亩
的私人湖泊，严重影响湿地
生态及湖区行洪。记者调
查发现，这道堤坝是当地一
个私企老板所建，曾被湖南
省、益阳市、沅江市（县级
市）等各级政府数次严令拆
除，但依旧岿然不动。

近 日 ，生 态 环 境 部 组
成 督 察 组 ，对 洞 庭 湖 私 人
矮围破坏生态问题开展专
项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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