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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摩的司机帮忙取包裹

2018 年 9 月 27 日，朱某（已死亡）让张某
智帮忙取一个由云南寄送至湖南省临湘市，
再由临湘市转寄至陕西省西安市某小区的
申通快递。同年 9 月 29 日上午，朱某再次联
系张某智让其帮忙取包裹。张某智知道包
裹内有毒品，就找到摩的司机杨某代其取包
裹，称自己没有带身份证，他给了杨某收件
人的电话号码，要杨某帮忙去快递点取包
裹，张某智则在路边等。

张某智承诺可以给“跑腿费”。“杨某说
自己也没带身份证，我就告诉他可以回家

拿，等取了邮包后再说钱的事情。”张某智供
述称，大概等了五六分钟，杨某就拿着身份
证来了。

杨某取到包裹刚签完字，便当场被民警
抓获。此时他才知道，包裹里面装的是毒
品。

张某智在路边等待 10 分钟左右后，看
到几名男子从申通快递向其走来，意识到出
了问题，便站起来转身往街上走，边走边佯
装打电话，随即也被抓获。

民警在查获的包裹内发现 4 包海洛因总
净重378.38克。经鉴定，4包海洛因疑似物中
均检出海洛因成分，海洛因含量约60.5%。

犯运输毒品罪获刑

张某智辩称，自己并不知道邮包里是什
么东西。

法院认为，藏有毒品的包裹于 2018 年 9
月 21 日从缅甸小勐拉转至云南省西双版纳
傣族自治州，邮寄给临湘市。后收件人要
求将该包裹转至陕西省西安某小区的一家
小超市。在涉案包裹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
族自治州勐海县转运前，张某智与指使他
取包裹的朱某都与一个归属地为西双版纳
的电话频繁、长时间通话。张某智取包裹
时未带身份证，摩的司机杨某亦未带身份
证，张某智让杨某回去拿身份证后再去取
包裹，自己却在快递公司门口等候，采用了
隐蔽方法取包裹，明显违背合法物品惯常
的交接方式。张某智在快递公司门口等候
时，发现有人向他走来，意识到出了问题，
便佯装打电话往外走，被海关缉私警察抓
获，存在逃避检查的行为。张某智在取包
裹的前后，存在一系列违背常理的行为，且
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因此可以认定张某智
明知运输的包裹内有毒品。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智明知是毒品，
仍伙同他人通过快递方式进行运输，其行为
已构成运输毒品罪。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法
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潇湘）

为了实现报复，安徽男子严某伙同他人
找来专业开锁人将王某家房门打开盗窃。
近日，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人民法院对此案
一审判决，严某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拘役 6 个
月、缓刑 6 个月、处罚金 1.5 万元；邵某犯盗窃
罪，被处罚金 5000 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因王某未帮助严某的
亲戚安排工作，2017 年 9 月，严某产生了利用
开锁工人打开王某家房门，从而让其害怕的
报复心理。严某为不暴露自己，找到在田家
庵区商贸南门附近弹琴的邵某，谎称自己叫

“王杰”，与前妻离婚，家中有 1000 万元，让邵
某配合自己利用开锁工人打开房门实施盗
窃。按照邵某的要求，答应事后给其 30 万
元。后严某伪造身份信息叫“王杰”，地址为
王某家住址，用于找开锁人开锁作案。

严某、邵某经过事先预谋，多次到王某
家踩点后，于 2017 年 10 月 17 日，来到王某家
所在小区，由严某电话联系开锁工人，谎称
其家人因钥匙丢失，无法进入房间，要求开
锁工人到现场打开房门，邵某则在门口冒充
王某家人等候。开锁工人到达后，将王某家

两道防盗门打开并换锁后离开。严某、邵某
随即进入王某家进行翻动，寻找钱物，发现
卧室衣柜里的保险柜后，两人又先后找来两
名开锁工人要求打开保险柜实施盗窃，因开
锁工人感觉有问题，都未打开保险柜，严某、
邵某也因担心王某可能要下班回家，遂离开
作案现场，王某家中无实际财产损失。

法院认为，严某、邵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入户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
盗窃罪，依法应予惩处。据此，法院遂依法
作出前述判决。 （新安）

同居买房写女友名
分手后房子咋分？

法院认定该房屋归双方
按份共有

广州小伙阿豪爱上了同事珊珊，双方
在同居期间，共同出资购买了一套房子并
以女方名义登记。然而，正要步入婚姻殿
堂时双方感情破裂分手，同居期间购置的
房产该如何分割？近日，广州中院对此案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珊珊、阿豪于 2011 年年初在同一单位
工作期间认识，后确定恋爱关系并同居生
活 。 2014 年 10 月 两 人 分 手 。 两 人 曾 于
2012 年同居期间以珊珊的名义购买了广
州市南沙区某处的一套房屋。房屋总价
款为 665055 元，首期付款为 205055 元，阿
豪出资 15 万元，余款 55055 元由珊珊支
付，珊珊向银行办理按揭贷款 46 万元。值
得注意的是，阿豪曾委托单位将其于 2013
年 3 月至 2014 年 9 月的工资收入 115072 元
直接划到珊珊的银行账户内。分手后阿
豪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分割房屋，珊珊
返还上述工资收入。

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某房地产资产评
估公司对房屋评估，该房屋的市场价值为

96 万余元。南沙法院一审判决，原告阿豪

与被告珊珊在同居期间购买的房屋归被

告珊珊所有，房屋按揭的全部贷款由被告

珊珊继续支付，被告珊珊向原告阿豪支付

房屋补偿款 295067.93 元。驳回原告阿豪

的其他诉讼请求。

珊珊上诉，广州中院二审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本案主审法官表示，本案双方争议焦

点为涉案房屋是否归珊珊与阿豪共同所

有。首先，购买涉案房屋时，珊珊与阿豪

处于恋爱关系并已生活居住在一起，双方

形成同居关系的事实。其次，从购买涉案

房屋的时间点、房屋的支付方式，结合购

房前后珊珊与阿豪的同居关系，可以认定

该涉案房屋系阿豪与珊珊共同决定、看

房，并共同出资购买，是双方达成的合

议。虽然涉案房屋登记在珊珊一人名下，

并以珊珊的名义办理了按揭贷款，但是首

期款的大部分由阿豪直接支付，双方恋爱

期间，阿豪全部工资由珊珊保管支配，可

见该房屋系共同购置，在双方分手前阿豪

也实际承担了该房的房贷支出。综上，一

审法院认定该房屋归双方按份共有，符合

我国婚姻法关于同居期间共同财产分割

的原则，广州中院予以认可。 （广日）

身份证借他人，

是否涉嫌违法？

海口杜先生问：前几天，我朋友说他的身份证放在老家，

有急事需要出示身份证才能办理，想借我的身份证用。请

问，将自己的身份证借给他人使用，是否涉嫌违法呢？

答复：居民身份证是重要的身份证明，在生活中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人觉得把身份证借给他人使用并
无大碍，其实这种做法很容易给自己惹来麻烦，严重的会导
致个人财产损失、引发官司并影响日常生活，还可能会造成
委托别人处理事务的表象，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需注意的是，随便向别人租借身份证或出借身份证是违
法的。我国《居民身份证法》第 16 条规定，出租、出借、转让
居民身份证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处 200 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车被朋友私卖，

应该如何维权？
万宁廖先生问：我因为要到外地工作 2年，便将自己的

汽车托付给朋友李某保管。没想到等我回来后，李某说他怕

车放在家里不安全，已将车以 1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二手车

行。他还告知车行，这辆车是其代朋友保管的。请问，我该

如何维权？

答复：《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问题的解释》第 3 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
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法院不
予支持。所以，李某售车的合同有效。

《物权法》第 106 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动产转
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但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
或动产时是善意的；以合理价格转让；转让的不动产或动产
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
给受让人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动产的所有权。

如果二手车行在受让该汽车时，确实知晓李某是代你保
管车辆，对李某无权处分车辆这一事实是明知的，其在受让
你汽车时就并非是善意的，不能取得该车所有权。

《物权法》第 34 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动产的，权利
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二手车行未取得该车所有权，就无权
占有该汽车，你可向车行行使原物返还的请求权。同时，你
还可以要求李某承担保管合同的违约责任。

帮人取藏有毒品包裹
陕西一男子犯运输毒品罪获刑12年

陕西男子张某智铤而走

险，帮人取了一个邮

寄毒品的“特殊”包裹。在取包

裹之前，张某智以没带身份证为

由，许诺好处费找了个摩的司机

帮忙，自己则躲在十余米外等

待，以此认为自己没有“运输”。

近日，湖南省岳阳市临湘法院对

该起运输毒品案进行判决，张某

智犯运输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 12年，剥夺政治权利 2年，并

处罚金5万元。

叫人开锁入室盗窃
虽然啥都没偷着，安徽两男子仍构成盗窃罪获刑

案情：

李老爹生前表示将安置房
赠与孙子

李老爹生前有三次婚姻。第一次婚姻
和王阿婆 1954 年生育儿子李大山；第二次婚
姻 1960 年和孙阿婆结婚，结婚时孙阿婆有个
未成年儿子孙小松，孙小松由李老爹和孙阿
婆抚养成人；第三次婚姻 1998 年和陈阿婆结
婚，婚后没有生育子女。孙小松有一子一女

均已成年，儿子孙西，女儿孙红。2007 年，孙
小松患病去世。

1998 年，李老爹在和陈阿婆结婚前，单
独申请建两层楼房一幢。2011 年该房屋拆
迁，李老爹和区住建局签订了《房屋征收补
偿安置协议》。拆迁后，李老爹多次表示将
该房屋赠与孙西。2017 年 5 月，孙西代李老
爹认购结算了南通某拆迁安置小区房屋一
套，并对该房屋装修后居住至今。后因李老
爹生病住院，一直未能与孙西办理产权登记
过户手续。

去世后长子争夺继承权

2018 年 3 月，李老爹因病去世。李老爹

的继承人就该拆迁安置小区房屋继承，不能
达成一致意见。孙西将李大山、陈阿婆、孙
红一起诉至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并提供
了李老爹生前与孙红的一份录音，证明李老
爹生前已经将拆迁安置房赠与了孙西，要求
李大山履行李老爹生前和原告的赠与合同，
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法院：

赠与合同有效，判决支持
原告诉讼请求

法庭上，陈阿婆表示该房屋系李老爹的
婚前财产，自己无房产份额；孙红表示自愿
放弃对李老爹的遗产继承；李大山则认为，
李老爹赠与孙西房屋的时候神志不清，该赠
与合同无效；即使赠与合同有效，现在其作
为继承人也主张撤销赠与。

法院经审理认为，从谈话录音内容来
看，李老爹思路清晰，问答连贯，录音中李老
爹明确表示案涉房屋是给孙西的。谈话录
音与《结算单》《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证人
证言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李老爹生前多次表
示将拆迁安置房赠与孙西。任意撤销权的
主体仅限于赠与人本人，不包括赠与人的继
承人和法定代理人。因此，法院认定李大山
作为李老爹的法定继承人不能行使任意撤
销权，遂判决支持了原告孙西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均
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说法：

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主
体仅限于赠与人本人

崇川区人民法院家事法庭庭长严永宏
介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
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
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
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
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根据该
规定，撤销权为形成权，是行为人的单方意
思表示，而一个人的意思表示具有专属性，
除非根据法定或约定的授权，否则其他人不
能代替他人进行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
国继承法》开宗明义说明其立法宗旨为“保
护公民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因此被继承人
生前作出的意思表示不能随着财产权利的
变更而发生变化。本案中，在李老爹生前没
有撤销赠与合同意愿的前提下，李大山作为
李老爹的法定继承人不能行使任意撤销权。

此外，本案中李大山并未举证证明孙西
作为受赠人，存在致使赠与人李老爹死亡或
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形，因此，李大山
不能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三条主张撤销
赠与合同。 (人法)

在候机楼意外受伤
乘客向保险公司索赔

对“搭乘”的理解不同，法院判
决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出行购买保险，已经成为不少人的共识。马先生从广
州搭乘飞机前往山东出差，在候机楼卫生间发生意外伤
害，已经投过保的他事后找到保险公司索赔，但是双方对
保险合同中“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时遭遇意外事故”中“搭
乘”的起止范围发生争执。那么，对于“搭乘”的理解是否
包含机场候机隔离区？请大家一起看看广州法院的这个
案例。

“商旅无忧”惹官司

马先生投保了某财产保险公司的《“商旅无忧”团体旅游
保障计划》，合同约定：保险期间为 2015 年 5 月 1 日 00:00 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 24:00 时，保障项目含双倍给付意外伤害（仅

限公共交通意外）。
2016 年 4 月 9 日，马先生搭乘飞机出差途中，通过机场安

检后，在广州白云机场候机楼卫生间意外受伤，经中山大学
法医鉴定中心鉴定为伤残九级。

马先生认为，本次意外是在通过机场安检后发生的，符
合“双倍给付意外伤害（仅限公共交通意外）的给付条件”，故
向保险公司主张双倍赔偿金。但保险公司拒绝了马先生的
理赔要求，并指出机场候机楼不属于双方合同约定的“搭乘
公共交通工具”的范围。为此，马先生向广州越秀区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争议焦点是“搭乘”

那么，保险合同“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时遭遇意外事故”中
“搭乘”的起止范围是否包括候机隔离区呢？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险法》第 30 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
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
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
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
和受益人的解释”的规定，合同条款应做有利于被保险人马
先生的解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 124 条“因发生在
民用航空器上或者在旅客上、下民用航空器过程中的事件，
造成旅客人身伤亡的，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的规定，认为

“搭乘”应解释为包括“上、下航空器的过程中”，包括进入候
机隔离区内，因此认定保险公司承担“双倍给付”保险责任。

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向马先生赔偿 12 万元并计付
利息。

一审宣判后，保险公司不服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出上诉。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人法）

醉驾案件屡见不鲜，但作为共同犯罪的
醉酒案件却并不多。近日，江西省南昌县人
民法院审结一起醉酒驾驶案件，被告人李某
某、陶某某共犯危险驾驶罪，均被判处拘役 1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 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 年 12 月 22 日 20
时许，被告人李某某和被告人陶某某聚餐
饮酒后，无证驾驶被告人陶某某的两轮摩

托车，并搭乘被告人陶某某行驶至南昌县
迎宾大道邓埠村路口时，与万某某驾驶的
无牌小货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被告人受伤、
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经南昌县公安
局交管大队认定，被告人李某某承担本次
事故发生的主要责任、万某某承担次要责
任、被告人陶某某无责任。经江西神州司
法鉴定中心鉴定：在送检的被告人李某某

血样中检出乙醇成分，其含量为 114.45mg/
100ml。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李某某在
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被告人陶某某明知
被告人李某某饮酒仍将本人车辆交予其驾
驶，其行为均已构成危险驾驶罪。被告人李
某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依法从
轻处罚。被告人陶某某明知他人报警，在现

场等候，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属自首，可
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李某某无证醉酒驾
驶机动车发生事故，且承担事故主要责任，
可酌情从重处罚，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提醒：各位车主们在谨记“开车不
喝酒、喝酒不开车”的同时，切勿将自己的
车 辆 借 给 饮 酒 者 驾 驶 ，以 免 一 同 获 刑 入
狱。 (中法)

老人生前许诺房产赠与孙子，去世后其长子争夺继承权要求撤销赠与败诉

继承人无权行使任意撤销权

明知他人饮酒仍提供车辆驾驶
江西一车主构成“醉驾”共犯获刑

江苏南通的李老爹去

世后，受赠房产的

孙子将死者的法定继承人一

起诉至法院，请求协助办理

房屋过户手续，但李老爹的

大儿子认为，赠与人在赠与

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

销赠与，请求行使撤销权。

近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

决，死者的继承人无权行使

任意撤销权，应当履行赠与

合同，协助原告办理房屋过

户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