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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带8人入室捉奸

2017 年上半年，益阳市的吴某与丈夫张
某感情不和，之后吴某怀疑张某有外遇，便
通过衡阳的朋友谭某（另案处理）帮忙跟踪
张某。谭某跟踪了解到，张某已经和一名姓
邓的女子同居，2017 年 10 月 28 日，谭某将跟
踪掌握到的同居地址告诉了吴某。

据了解，2017 年 7 月邓某经人介绍认识
了张某，两人都向对方表明有过婚史，且办
了离婚手续。然而邓某说的是实话，张某撒
了谎。两人感情升温很快，在邓某位于衡阳
市的家中同居。

2017 年 10 月 28 日 22 时许，得知邓、张两
人同居地址的当晚，吴某纠集郭某等 8 人，4
女 5 男从益阳沅江分乘 2 辆小车赶往衡阳。
次日凌晨 2 时许，吴某等人与谭某碰面，吴
某声称：“5 名男的控制张某，4 名女的控制

‘小三’”。一行人在谭某指引下，于凌晨 2

时 37 分左右来到邓某家门口。

对“小三”采取侮辱手段报复

“楼下住户漏水。”2017 年 10 月 29 日凌

晨 2 时许，邓某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邓某打开房门，一群人从门外冲了进

来，她与同居男友张某都被控制起来。此时

邓某才知道，张某还没有办理完离婚手续，

冲进家里的有一人是张某的妻子，而她成了

“第三者”。

判决书显示，吴某等人冲进房内，确认

张某身份后，其中 4 人将张某双手反捆并锁

喉进行控制，一人专门负责拍照、录像，吴某

等 4 人开始对邓某采取扇耳光、扯头发、拳

打脚踢等方式实施殴打，邓某被摁倒在地，

剪头发……为防止邓某喊叫，有人使用事先

准备好的透明胶带欲封住邓某的嘴，在控制

住邓某后，撩起她睡裙，扒下内裤……直到

凌晨 2 时 53 分许，吴某一行九人才控制张某

离开了邓某的住所，乘车返回沅江。

在离开邓某的住所时，吴某、郭某还将

邓某的苹果 7PLUS 手机和一台脸部按摩仪

盗走。

经鉴定，邓某多处皮肤软组织挫伤评定

为轻微伤。涉案手机价格 5621 元，脸部按摩

仪价格 999 元。

2017 年 11 月 2 日，吴某被公安民警抓

获。2017 年 11 月 23 日，郭某主动向公安机

关投案，并退还所盗手机及脸部按摩仪。

2018 年 3 月 26 日，吴某、郭某等人与邓某达

成刑事和解协议，由吴某赔偿邓某物质及精

神损失共计 89500 元，取得被害人的谅解。

一审被判犯强制侮辱罪

此前，衡阳市蒸湘区法院审理后认为，

吴某纠集郭某等多人，以暴力和其他方法聚

众实施强制侮辱行为，情节恶劣，吴某、郭某

的行为均已构成强制侮辱罪。2 人在强制侮

辱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均是主犯，应

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其余 7 人均

另案处理。

吴某、郭某在非法进入他人房屋后，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窃取他人
财物，数额较大，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
盗窃罪。

以吴某犯强制侮辱罪，判处有期徒刑 5
年；犯盗窃罪，判处拘役 3 个月，并处罚金
1000 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5 年，并处罚金
1000 元。郭某犯强制侮辱罪，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6 个月；犯盗窃罪，判处拘役 4 个月，并处
罚金 1000 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2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1000 元。

捉奸怎么会面临如此重的刑期？吴某
与郭某均提起上诉，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
强制侮辱罪。

二审改判非法侵入住宅罪

衡阳中院经审理认为，吴某、郭某伙同
他人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其行为均已构成非
法侵入住宅罪。上诉人吴某、郭某秘密窃取
他人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盗窃罪。

对于控辩双方的意见，衡阳中院综合评
判，本案系在吴某纠集下的共同犯罪行为，
二人均系主犯，应该对共同犯罪的后果承担
责任。二人犯罪的主观动机系报复、侮辱被
害人邓某，并非追求精神刺激，故二人的行
为依法不构成强制侮辱罪。鉴于侮辱罪系
告诉才处理，邓某在起诉阶段已与被告等人
达成和解，并已书面表示请求检察院撤销诉
讼，且吴某等人的行为不属于严重危害社会
秩序，故二人的行为依法不能以侮辱罪追究
责任。

由于吴某等人以虚假理由强行进入被
害人邓某的私宅，其行为符合非法侵入住宅
罪的犯罪构成。鉴于二人系初犯，认罪态度
好，案发后和被害人达成和解，社会矛盾已
经得到化解，故判决吴某犯非法侵入住宅
罪，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犯盗窃罪，判
处拘役 3 个月，并处罚金 1000 元，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缓刑 2 年，并处罚金
1000 元；郭某犯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有期
徒刑 6 个月，犯盗窃罪，判处拘役 3 个月，并
处罚金 1000 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6 个月，
缓刑 1 年，并处罚金 1000 元。 （潇湘）

还款未注明用途
引来连环官司

借钱人以不当得利
起诉收款人，获法院支持

广西南宁陆某母子借款后，按照债权
人韩某的口头指令，将 260 万元还款转入
第三人黄某的银行账户，但未注明用途。
岂料，事后韩某不认账，双方打了 3 场官
司。陆某母子最终以不当得利起诉黄某
和韩某。近日，南宁市邕宁区法院一审判
定，黄某返还给陆某不当得利 260 万元并
支付利息。

还款时未注明用途

2011 年四五月份，陆某母子因投资需
要向韩某先后借款 1900 万元。陆某还款
付息时，按照韩某口头要求，先后将 260
万元付至黄某银行账户，但未注明用途。
此后陆某陆续归还了部分欠款。

2016 年 10 月，陆某母子自愿签订一
份《确认书》，确认截至 2016 年 10 月 13 日，
陆某母子尚欠韩某本金 683 万元，利息
117 万元，总计 800 万元。双方在确认书
中没有对陆某已还款 260 万元进行确认扣
除本金或利息。此后，陆某儿子张某又向
韩某借款 90 万元。

2017年2月23日，韩某将陆某母子告上
南宁市青秀区法院，要求归还800万元并支
付利息。而对陆某母子支付到黄某账户的
260万元，韩某称与其无关。青秀区法院判
定陆某母子要归还韩某 800 万元本金及利
息。陆某母子不服上诉，由于陆某提供的
260 万元银行转账凭证上并未注明汇款用
途，且韩某不予认可，二审法院也未予认可。
该判决于2019年1月15日发生法律效力。

构成不当得利应该予以返还

今年 1 月底，陆某以不当得利将黄某
作为被告，韩某作为第三人，告上邕宁区法
院，要求黄某返还 260 万元不当得利，并支
付利息。黄某称该笔款已转给韩某，自己
未拿，不存在不当得利。而韩某也承认拿
到该笔款项，但称该案已超过诉讼时效。

法院审理后认为，黄某对收到陆某共
260 万元的银行转账没有异议，且之前的
判决中，对该笔款项为还款事实未予认
定。在已生效判决客观存在的基础上，依
据陆某向黄某转账 260 万元，黄某已经构
成不当得利，应该予以返还。法院遂判
定，黄某返还陆某 260 万元，并支付相应
利息。 （南早）

购买打折商品
商家拒绝提供发票合法吗？
海口莫小姐问：前两天，我去市中心的商场逛街，看到

商场在举行促销酬宾活动，全场商品打 5 折。我购买了一台
电冰箱。我索取发票时，商家称打折的商品不能开发票，要
发票就不能打折。请问，商家的做法合法吗？

答复：商家拒绝开具发票的行为是不合法的。发票是经
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的凭证之一，为消费者出具发票是经
营者的法定义务。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2 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商业惯例向消费者出
具发票等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消费者索要发票等购货凭
证或者服务单据的，经营者必须出具。”根据上述规定，商家
拒绝出具发票的行为违法，你可以向纳税服务热线或税务稽
查部门举报。

保证人在赔款协议上签字
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

儋州许先生问：去年，肖某帮陈某家安装整体橱柜。在
安装过程中，肖某没有关好水阀，导致整体橱柜被水浸泡，给
陈某造成损失。2018 年 11 月 20 日，肖某与陈某协商一致后
签订协议书，约定：“肖某愿一次性赔偿给陈某赔偿金 3 万
元。付款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20 日。”我作为保证人在协议书
上签字。现债务履行期届满，肖某没有履行债务。请问，我
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答复：我国担保法第 6 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
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
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第 18 条规定：“当事人在
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
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
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
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你
作为保证人在协议书上签字，即表示你愿意承担相应的保证
责任。协议书约定付款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20 日，现债务履行
期届满，肖某没有履行债务，陈某可以要求肖某履行债务，也
可以要求你承担保证责任。你们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你需
要按照连带责任承担保证责任。需注意的是，若陈某未在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6 个月内要求你承担保证责任，你免除
保证责任。

带8人入室“捉奸”
采取侮辱手段报复

湖南一女子二审被判非法侵入住宅罪获刑

怀疑丈夫有外遇怎么办？
湖南益阳的吴某纠集 8

人赶往衡阳入室“捉奸”：扇耳光、
拳打脚踢、脱衣服……使用各种
报复手段。近日，经湖南省衡阳
市中级法院二审判决，吴某被判
非法侵入住宅罪、盗窃罪，决定合
并执行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缓刑
2年，并处罚金1000元。

本报讯（记者肖瀚 通讯员王安）海口
海事法院对一宗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件采
取灵活审理的方式，通过延缓判决、鼓励被
告联系买家、积极提供法律咨询释明，近日
促进涉案船舶短期内成功转卖，为 13 名船员
追回被拖欠工资 43 万余元。

据了解，1 月 2 日，赵某钊等 13 名船员以
追讨自己被拖欠工资为由提出诉前保全申
请，海口海事法院于 20 小时内高效扣押了一
轮涉案散货船“吉利来 X 号”。为防止船东
暗中将该船转让过户，案件承办人员专程赶
赴该船船籍港福州海事局送达船舶扣押裁
定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在“吉利来 X 号”轮
扣押后，船东表示因目前自己资金困难，一

时拿不出 43 万余元的现金支付船员工资等
费用，但会在春节期间积极筹款解决此事。
然而春节后船东并未兑现自己的承诺，且一
直不能提供其他形式的担保。

面对情绪激动的船员，案件承办人员一
边耐心安抚，一边指导提起诉讼。4 月 9 日，
海口海事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作为被告的
船东在庭审中对所欠 13 名船员的工资一一
进行了确认，表示全部承担对船员预交的诉
讼费、保全费，并表明已联系好了该船的买
家，请求法庭暂不判决。

考虑到顺利拍卖成功该船，至少 3 个月
以上，船员能及时拿到工资的愿望将不能及
时实现。办案人员还了解到，该船船东除了

拖欠 13 名船员工资外，还有其他少量外债，
但根据目前市场行情和“吉利来 X 号”轮现
状，该船转让后所获价款，完全可以偿付船
东目前所欠外债。为此，案件承办人员反复
考虑，动员船东先行联系买家，灵活处理该
船，争取用最短时间将该船变现，了结对外
所欠债务。

4 月 17 日，船东联系的买家专程到博鳌
法庭了解船舶扣押情况，案件承办人详细介
绍了该案情况，并说明只要买卖双方谈妥转
让协议，买方代卖方将所欠 13 名船员工资以
及应承担的其他费用汇入海口海事法院账
户，该院将及时解除对“吉利来 X 号”轮的扣
押，并将相关法律文书送达船舶船籍港海事

部门，以便购买方及时办理过户手续。买家
当即表示愿与卖家签订船舶转让协议，并直
接向海事法院转付卖家应承担13名船员的全
部费用。案件承办人员当即与船员代理律师
联系，并分别与13名船员进行沟通，船员们一
致同意在付款到账后，及时向法院提交撤诉
申请。4 月 18 日，在确定买家的代付款已全
额到账后，案件承办人通知船员的代理律师
根据船员授权，当天向法庭提交撤诉申请，海
口海事法院随即作出准予撤诉裁定，解除了

“吉利来 X 号”轮扣押裁定和扣船令。4 月 19
日，办案人员按照13名船员的转款申请，已分
别将他们的工资和预交的费用共43万元全部
转付到位。

文昌法院执行法官刚柔并济力
促一案件执行和解

“老赖”认识到错误
当场支付部分执行款

本报讯（记者陈瑜 通讯员罗华伦 李志彤）文昌市法院
近日顺利执行和解一起省一中院指定执行的案件，被执行人
当场支付部分执行案款 28 万元。该案的和解有效保障了当
事人合法权益。

“老赖”态度恶劣
拒绝履行义务

张某、彭某与黄某其他民事纠纷一案，双方原系合伙关
系，因合伙分红意见不一致产生纠纷。随后张某、彭某将黄
某诉至琼海市法院。

琼海市法院经审理依法作出判决，确认黄某应向张某、
彭某支付案款本金 44 万多元、相应的迟延履行利息及案件受
理费 7987 元。

法院判决后，黄某一直拒绝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张某、彭某向琼海市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进入执行
程序后，因黄某对抗执行，执行难度大，省一中院将该案指定
文昌法院执行。

在首次执行过程中，文昌法院拟评估拍卖黄某名下位于
琼海市嘉积镇的第一层商铺，但因无人竞拍而流拍，张某、彭
某不同意以房抵债，法院终结该案的执行。

随后，张某、彭某向文昌法院申请恢复执行，申请再次对
该房产进行评估拍卖。2017 年 10 月 30 日，法院立案恢复执
行，对该房产进行第二次拍卖，但仍无人竞拍，二次流拍后，
法院同意张某、彭某的申请，依法作出执行裁定书，将该商铺
以第二次流拍的价格作抵案款 82 万多元，并送达给张某、彭
某及琼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张某、彭某已持该执行裁定书
到相关部门办理过户手续。

今年 1 月 25 日，文昌法院执行法官到涉案商铺张贴了腾
房公告，责令黄某于今年 2 月 20 日前清理该商铺内的物品并
腾房，但黄某态度恶劣，明确表示不肯搬离腾让，法院便决定
于今年 4 月 26 日对黄某强制腾房。

法官刚柔并济
力促案件执行

因之前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黄某数次拒绝接收法院邮
寄送达的法律文书，有暴力倾向，对抗情绪强烈，扬言报复申
请执行人和执行法官。

为保障执行顺利进行，4 月 23 日，文昌法院组织召开执
行会议，制定方案明确应急预案，对执行工作进行再部署，做
足准备工作。

4 月 24 日，文昌法院与琼海法院执行法官组织张某、彭
某及黄某面对面进行调解，经执行法官轮番说法释理，耐心
为黄某做思想工作，黄某终于认识到自己拒不执行的严重后
果，与张某、彭某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当场向张某、彭某支
付了执行案款 28 万元，剩余执行案款 42 万元分两次支付给
张某、彭某。

海口海事法院积极向被告提供法律咨询解决一劳务合同纠纷案

帮13名船员追回43万元欠薪

海南美兰海航酒店有限公司原员工王
武华近日向本报反映，他被酒店解雇 2 年多，
但酒店却一直未给他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
关系转移手续，即使是法院判决生效后依然
不予办理。

酒店不出具解除关系证明

据王武华介绍，他 2015 年 7 月取得建构
筑物消防员五级职业资格证书，但被单位叫
同事领走，至今未拿到证。2016 年 10 月 26
日，因拒绝酒店要求进行的消防检查违规操
作，遭到海航酒店解除劳动合同，但酒店不
愿给他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证明，致
使王武华等多人不能办理失业手续领取失
业金。

据了解，与王武华有一样遭遇的员工共
有 9 人 ，他 们 向 省 劳 动 仲 裁 委 申 请 仲 裁 。
2018 年 2 月 2 日，省仲裁委裁决海航酒店自
该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5 日内向王
武华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为
王武华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向王武华支付应补偿的失业保险金、每月代
缴医疗保险金。

海航酒店不服仲裁裁定，起诉至海口
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18 年 8 月 13 日，美
兰区法院判决海航酒店为王武华办理档案
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但无需向王武
华支付应补偿的失业保险金、每月代缴医
疗保险金。王武华不服，上诉至海口中院，
被驳回上诉。

酒店未履行判决办档案转移

2018 年底，该判决生效后，海航酒店依
然未履行法院判决，为王武华办理档案和社
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无奈之下，王武华只
好在今年 1 月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王武华
在 5 月 7 日收到美兰区法院的传票，传票中
指出，根据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的相关规定，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托管须签订《流动人员人
事档案托管合同》，要求王武华于 5 月 14 日
上午到美兰区法院办理相关手续。

“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只要海航酒店把档案等移交到省人力资源
开发局就可以了，我都已经被海航酒店解除
劳动关系了，为何还要我去签档案托管合
同？”对于美兰区法院的传票要求，王武华表

示非常不解。
5 月 10 日下午，记者陪同王武华到省人

力资源开发局进行咨询。在人事代理窗口，
工作人员指着柜台上的《人事档案托管》明
确表示，自 2015 年以后，档案托管都是免费

的，但个人是不能自己办理档案托管的，档
案必须由单位派专人转递后，个人才准备离
职证明、户口本到窗口审核档案，通过审核
后和他们签订托管合同。无论该单位有没
有档案管理权限，已经被解除劳动合同的员
工都不必和原单位或法院签订什么托管合
同。该工作人员的说法，得到了该局多名工
作人员的证实。

失业人员无法托管档案

5 月 14 日上午，记者随同王武华等人到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了解情况，接待他们
的书记员一开始就分发《流动人员人事档案
托管合同》叫他们签字。但是王武华等人指
出，他们是被海航酒店解雇的失业人员，没
有必要与海航酒店作为委托单位（甲方）签
订叫第三方托管档案的合同，这种合同应该
是海航酒店的聘用人员签订的。执行法官
李朱德表示，这是人力资源部门给他的正规
办理手续，需要公司和离职人员共同到省人
力资源开发局，三方确认档案无误后，签订
托管合同。所有的档案托管，都要签订托管
合同。目前他已确认海航酒店这边已准备
好了档案，如果王武华等人不愿现在先签托
管合同，可以约定一个时间，由公司拿档案
过去，王武华等人也一同去签合同。经过协
商，李朱德初步拟定在 5 月 17 日上午双方共
同到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办理托管。

李朱德表示，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
转移手续本不需要法院强制执行，是酒店和
员工双方把事情搞复杂了。

海南美兰海航酒店被投诉扣押被解雇员工人事档案，不履行法院判决

致失业员工无法托管档案
□本报记者吕书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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