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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

山东某大学原辅导员张某伙同他
人，在短短1年时间内，先后骗取该校
58 名学生的信任，冒用受害者名义，
从互联网平台零首付分期购买电子产品
或借贷，涉案金额高达110余万元。近
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
该起“校园贷”案件并作出终审判决，
被告人张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
刑十二年，并处罚金 10 万元，责令其
退赔9家涉事公司78万余元。

为牟利“忽悠”学生办贷款分期

张某原是山东某大学的辅导员，
2013 年 12 月辞职后，他通过 QQ 认识
了胡某（另案处理）。“对方说，可以利
用大学生身份信息办理分期购机业务，
取得手机后再卖掉，每名学生每部手机
给500到1000元好处费，再给分期平台
还3次款，剩余的钱两人平分。”他觉
得有利可图，就答应了。

随后，张某找到该校的辅导员徐某
等人，让他们联系学生，每介绍一名学生
网贷分期购买一部手机，辅导员得到

500至1000元不等的提成。“他（胡某）让
他们（辅导员）对学生说，‘海关有熟人，
可以高价卖出手机，不会亏钱’。”

几名涉事辅导员怕担责，要求张某
出具学生不被追责、信用不受影响的保
证，于是，张某就在他租赁的潘村商业街
门头房挂上“济南优越商贸有限公司”牌
子，让胡某以“徐文”的名义与学生签订
保证协议。这样一来，几名涉事辅导员就
去“忽悠”学生了。其中一名辅导员称，共
介绍了16名学生，得到了19500元好处
费。“我分两次给了班长7000元，后来学
生催着还款的时候，他（张某）又从我手
中拿走2960元。”

签虚假担保协议 58名学生被骗

受害学生赵钢证实，2015年3月下
旬，他和其他几名同学应辅导员王某的
要求，每人帮其朋友张某办了一张银行
卡和一张手机卡，手机号码和银行卡均
归张某使用。“4 月初，他 （张某） 又
让我签了一份协议，用我的身份信息在
网上申请分期购机业务，并称由徐文负

责还款，保证我个人不会承担任何责
任。”然而，当时，赵钢所不知道的
是，与他签订协议的“徐文”，正是张
某的同谋胡某。

另一名受害学生曲菲也证实，2015
年 10 月，得知利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可
获得报酬后，他便找到了张某，在潘村
商业街某公司填写了个人信息，并签订
了由“徐文”担保的所谓保证不影响其

征信的协议。
曲菲先后数次在多家网贷平台办理

了网贷业务，总金额达5万余元，而他
总共在张某处获得了 3500 元的“好处
费”。2016年初，直到借贷公司打电话
催促还款，他才意识到上当受骗。就这
样，在短短一年时间内，该校 58 名大
学生上当受骗，涉案金额高达110余万
元。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高校辅导员冒用58名学生身份网贷百余万
犯合同诈骗罪获刑十二年

袁 粼

“送”出去的女儿，还能要回来么？
重男轻女将女儿送人抚养 5年后请求确认收养无效被驳回

本报讯 5 年前，受“重男轻
女”思想影响和家庭条件制约，庞某
夫妇将出生未满月的女儿协议送给张
某夫妇抚养，后者随即以捡拾到弃婴
想抱回收养为由，向民政部门申请办
理并领取了收养证。后因张某夫妇协
议离婚，并约定将女儿由男方抚养，
庞某夫妇一纸诉状诉至法院，要求确
认收养关系无效，并争取亲生女儿的
抚养权。

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这起确认收养关系无效纠纷案作
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判决，该收养行为
不违反法律规定，收养人离婚并约定
抚养权归属亦不违反强制性规定，驳
回庞某夫妇的诉讼请求。

庞某、刘某夫妇系广西南宁人，
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生育一女，取名
悦悦，因两人在悦悦出生前已经生育
两个女儿，受“重男轻女”思想影
响，加之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尚在怀
孕期间就决定要送养。而张某、黄某
结婚多年未能生育，黄某与庞某夫妇
系远房亲戚关系，在回广西探亲时获
悉庞某夫妇有送养小孩的意向。在悦
悦出生后一个星期左右，双方达成口
头收养协议，张某夫妇随即将悦悦带

至江苏如东生活。
2012 年 12 月，张某夫妇以捡拾

到弃婴想抱回收养为由，共同向民政
部门申请办理收养证。后民政部门发
布了寻找弃婴生父母的公告，因公告
到期后无人认领，民政部门向张某夫
妇发放了收养证。2015年8月，张某
与黄某在法院调解离婚，并约定悦悦
随父亲张某生活。

2016 年，庞某夫妇以自己经济
条件已好转，张某、黄某因离婚不能
给悦悦一个完整温暖的家庭，以及两
人以抚养弃婴名义通过民政部门办理
收养手续应属无效等理由诉至法院，
要求确认他们对悦悦的收养无效，同
时返还悦悦的抚养权。

如东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
被告双方虽未签订送养及收养协议，
但庞某夫妇送养悦悦，张某夫妇收养
悦悦系事实。张某夫妇婚后多年未能
生育，收养当时均已年满 30 周岁，
且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具备抚养和教
育被收养人的能力，实际上悦悦被收
养后，张某夫妇待之如己出，满足了
悦悦的日常生活、学习所需。张某夫
妇以弃婴名义办理收养证，程序上确
实存在瑕疵，但对存在瑕疵收养登记
行为的处理应由民政部门负责，当事
人可通过行政途径处理。故判决驳回
庞某夫妇的诉讼请求。

庞某夫妇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
上诉。南通中院经审理维持原判。

（顾建兵 曹 俊）
本报讯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

法院审理了一起因房贷新政引发的“连
环单”违约案件。

今年3月，王先生与方女士签订二
手房买卖合同，以800万元的价格购买
方女士名下一套住宅商品房。签约不
久，王先生支付定金 60 万元。为购新
房，王先生早在今年2月就与丁女士签
约出售己方房屋，丁女士就部分房款拟
办理银行贷款。

今年3月17日，北京市发布《关于
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和差别化信贷政策的
通知》。根据该通知，丁女士就其与王
先生的房屋交易须提高首付款比例至
60%，即丁女士需再交纳近200万元的

首付款。丁女士因筹款未果向王先生提
出解约，双方就此签订解约协议且王先
生退还全部已收房款。此时，距王先生
向方女士履行付款义务仍有两个多月。

但王先生认为，系上述新政策导致
其与丁女士的房屋交易无法继续、不得
不解约，进而导致其因无付款能力而无
法继续进行与方女士之间的房屋交易，
故上述新政策构成其不能向方女士继续
履行合同的不可抗力，王先生遂当即要
求与方女士解约并要求退还全部定金。
而方女士此次卖房也是为了购买新房，
其在与王先生签订售房合同后不久即与
他人签订买房合同，若与王先生解约将
导致自己无资金支付购房款并构成违

约。
为此，方女士与中介一同与王先生

协商，甚至表示愿意让价，希望双方能
继续房屋交易。但王先生坚持上述意见
并以上述事实理由诉至法院，要求解约
和退款。方女士应诉后提出反诉，以王
先生构成根本违约为由，要求解除双方
的房屋买卖合同并要求王先生按照双方
合同约定支付总房款20%的违约金，并
提出其已收取的定金根据双方合同约定
应抵扣违约金、不予退还。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第一，王先生
是全款购房，新政的实施并不影响其与
方女士之间的房屋交易；第二，“连环
单”虽在房屋交易中客观存在，但基于

合同的相对性，每一单房屋买卖所涉及
的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是彼此独立
的，在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王先生与
丁女士的房屋交易能否履行及是否履
行，并不影响王先生就其与方女士之间
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对方女士应负的合
同义务和法律责任；第三，王先生与丁
女士解约后，距其向方女士付款尚距时
日，其仍可再次售房以筹得钱款继续履
约，但其却提出解约且提起本案诉讼，
明确表达了其不再继续履行合同的意
思，构成根本违约。最后，法院对王先
生以不可抗力为由提出的解约要求未予
支持，对方女士的解约要求予以支持并
判令王先生根据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
160万元，王先生已付的60万元定金依
照双方合同约定被用于抵扣相应的违约
金。

（海 宣）

房贷新政不构成“连环单”违约的免责事由

该案一审承办法官丁海平介绍
说，庞某夫妇因家庭经济困难自愿将
悦悦送养，张某、黄某符合收养法规
定的收养人条件，并办理了收养登
记，故该收养行为不违反收养法第二
十五条的规定。至于张某与黄某离婚
时协议悦悦随张某生活，不违反法律

的强制性规定，不能以此为由否定收
养行为的效力。

丁海平介绍说，保护和教育未成
年子女是父母必须履行的义务，生父
母送养子女，须双方共同送养。同
时，收养也应当有利于被收养人未成
年人的抚养、成长和合法权益保障。
该案中，送养人送养理由中体现了

“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应受道德
和良心的谴责。

■连线法官■

骑自行车逆行将老人撞成一级伤残赔百万
本报讯 （记者 安海涛 通讯

员 刘冰莹）骑自行车逆行撞倒骑电
动自行车老人，造成后者一级伤残全
身瘫痪，他该如何担责？今年3月，福
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
起特殊的侵权案件，一审判决被告小
何赔偿原告老陆 130 万元。后小何提
起上诉，近日，经二审法院调解，小何
与老陆达成和解协议，由小何分期支
付老陆赔偿款共计115万元。

2015 年 10 月，小何骑一辆自行
车沿集美区某路段行驶时，与老陆骑
的电动自行车相撞，造成两车损坏及
小何、老陆受伤。随后，受伤较重的
老陆被送往医院进行紧急救治。

2016年1月，老陆向集美区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小何赔偿医疗
费、营养费、误工费等共计 9 万余
元。老陆表示，根据交通事故交警部
门作出的责任认定，小何应按本起事
故的主要责任承担80%的赔偿责任，
扣除小何已垫付的7万元医疗费，还
需再赔偿老陆9万余元。

小何则表示，交警部门出具的事
故认定书责任认定有误，老陆在事故
发生时驾驶的电动自行车严重超标，
且在事故发生时车速过快，从而造成
老陆受伤严重的后果，因此老陆驾驶
的电动车应认定为机动车，老陆应当
承担事故的大部分责任，小何仅应承

担不超过30%的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何应承担

70%的民事责任。老陆事故发生后至
起诉时共住院 96 天，合理损失共计
为17万余元，故小何应赔偿老陆12
万余元，扣除小何已支付的7 万元，
小何还需再赔偿老陆5万余元。

一审判决后，小何提起上诉。
2016 年 11 月，二审法院作出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6 年 5 月，老陆治疗结束后，
申请对伤残等级进行司法鉴定，结果
显示老陆为道路交通事故一级伤残。
同年7月，老陆再次向集美区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小何赔偿其扣除第一次
起诉金额以外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151万余元。

集美法院经审理认为，老陆两次
起诉的诉求无重复主张之处。老陆新
产生的损失包含后续治疗费、护理费、
残疾赔偿金等共计为 187 万余元。结
合本案中小何逆向行驶以及老陆驾驶
超标电动自行车的过错行为，法院确
认小何应承担70%的民事责任，老陆
承担30%的民事责任。故小何应赔偿
老陆经济损失共计130万余元。

随后小何再次上诉至厦门中院。
经厦门中院调解，小何与老陆达成协
议，由小何分期支付老陆赔偿款共计
1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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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深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因转账支
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
申请人：深圳市中深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二、
公示催告的票据：转账支票，号码1050 1330 0973 9952，金额五
万元整，付款人深圳市中深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河北分公
司，收款人北京众信利创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支付银行中国建设
银行唐山长宁道支行。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
效。 河北省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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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南通广丰能源有限公司因票号00100064/20092039商

业承兑汇票丢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1、公示
催告申请人：南通广丰能源有限公司。2、公示催告票据：票号
00100064/20092039商业承兑汇票，票面金额50万元，付款人迁安
轧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南通广丰能源有限公司，付款银行
建行蔡园支行，出票日期2016年6月22日，到期日2016年12月22
日。3、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
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河北]迁安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夏王纸业有限公司因 2017年 5月 2日遗失银行
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
示催告申请人：浙江夏王纸业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
码为1040005226164445、票面金额50万元人民币、出票人为万华
生态板业（信阳）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信阳万华木工机械成套设
备有限公司、背书人为广州天之湘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银行承
兑汇票，付款期限为2017年8月14日。三、申报权利期间：2017年
8月1日起至2017年10月2日止。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
行为无效。 [河南]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惠州市维佳化工有限公司因持有江南农商行常州分行
营 业 部 签 发 的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壹 张 遗 失 ，票 号 为 31400051
30032729，票面金额29800元整、出票人江苏骠马智能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出票日期2016年9月1日、收款人为无锡天晟联创涂装机
械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群晟机械有限公司因持有交通银行常州分行营
业部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遗失，票号为3010005123438308，
票面金额100000元整、出票人江苏津通激蓝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2017年1月23日、收款人为江苏汉菜科技有限公司，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青岛和众元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
请人：青岛和众元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票号
为1050005322941167，出票日期为2017年6月14日，出票人为镇
江福斯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上海春日机械工业有
限公司，持票人为青岛和众元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
建设银行镇江新区支行，票据金额为人民币 1026200元整，汇票
到期日为2017年12月14日。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
至2017年12月30日止。四、自上述申报权利期间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江苏]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环球石材（山东）有限公司所持有商业承兑汇票一张
遗 失 ，向 本 院 申 请 公 示 催 告 。该 票 据 记 载 ：票 号 00100063
24087776，面额人民币 398,046.36元，付款人沈阳远大铝业工程
有限公司东北分公司，收款人环球石材（山东）有限公司，付款人
开户银行建行沈阳东陵支行，出票日期 2017年 8月 7日，到期日
2017年11月17日。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2017年12
月2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做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辽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成都世纪晋凯建材有限公司因遗失承兑汇票一张，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申请人成都世纪
晋凯建材有限公司。二、票据号码为：30800053 94336000，出票
日期为：2017年3月31日，到期日期为：2017年9月29日，票面金

额为：100000元，出票人为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
票账号：110902258910108，付款行：招商银行西宁分行，收款人：
青海中吉信化肥销售有限公司，收款人开户行：农行格尔木分
行，账号：28900001040024985。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当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青海]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份
（票据号码为31300051/27494444，出票日期为2013年5月13日、
到期日为 2013年 11月 13日、票面金额 100 000元、出票人为宁
海县博杰太阳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宁海县烨光文具装饰厂，经
背书转让最后持票人为浙江南方水泥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宁波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店支行），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
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宁海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泰深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因遗失由浦发宁波宁海支行

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票据号码为31000051/27186697，出票
日期为2016年12月30日、到期日为2017年6月30日、票面金额
50 000元、出票人为宁波长荣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深圳
市美隆电子有限公司，经背书转让最后持票人为泰深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宁海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宜兴市怡身坊商贸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一份不慎
遗失，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
载：汇票号码为 31300051 40316365，出票日期为 2017年 1月 13
日，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7月13日，出票人为金华市老百姓医药
连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江西深龙医药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
45134.05元，付款行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5月11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青岛凯福特机械
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张家港农村商
业银行青岛即墨支行票号为 31400051 28111570、票面金额为 3
万元、出票人为青岛金红日包装有限公司的承兑汇票一张，依法
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7年7月31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青岛凯福特机械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为 31400051 28111570、票面金额为 3万元
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青
岛凯福特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山东]即墨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7年5月9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山东轧机轴承锻造

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青岛
即墨支行票号为31400051 28111486、票面金额为2万元、出票人
为青岛金红日包装有限公司的承兑汇票一张，依法办理了公示催
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7年8月3日判
决：一、宣告申请人山东轧机轴承锻造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为
31400051 28111486、票面金额为 2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无
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山东轧机轴承锻造有限公司
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山东]即墨市人民法院

2017年 3月 29日，本院根据南通汇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
申请裁定受理苏州纽维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同日指定苏州方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截
至 2017 年 3 月 29 日，苏州纽维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审计调整
后的资产总额为 11314772.52 元，负债总额为 29631549.88 元，
净资产为-18316777.36 元。本院认为，在受理本案及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后，债权人及债务人未向本院提出破产重整申请，债
务人亦未向本院提出和解申请，现苏州纽维尔精密机械有限
公司停止清偿到期债务呈连续状态，并且资产已不足清偿全
部债务，又不存在其他破产障碍事由。因此，苏州纽维尔精密
机械有限公司已达到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7 年 7
月 4日裁定宣告苏州纽维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破产。

[江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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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承办法官吕厥中分析说，随着
互联网金融的飞速发展，“校园贷”引
发的系列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现在
各类网络平台繁杂，社会诱惑众多，如大
学生“裸贷”事件等，既损害了学生利益，
也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在该案中，大学
生为了获取“好处费”，主动将个人身份
证借与他人办理贷款和消费，这是非常

危险的行为。居民身份证是用于证明持
有人身份的唯一证件，是每个人独一无
二的公民身份的证明工具。“如果别人在
网络上以你的名义签订借贷合同，那么
承担法律风险的将是你自己。”吕厥中提
醒广大学生要对形形色色的“校园贷”提
高警惕，增强抵制物质诱惑的能力，万万
不可因小失大。

■法官提醒■

身份信息不可轻易外借

本报讯 刘某购买了市区一栋商业
楼位于3层的一户房屋，一家英语培训
机构承租了该楼三、四层物业并在楼道
及消防通道安装了5个入户门，修建了
洗手池，装修了公共卫生间。刘某认为
此举影响了自己日常出行，且洗手池及
卫生间作为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
服务用房应属于业主共有，自己也有使
用权，遂将该培训机构告上法庭。8月
21 日，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审理了此案。

2009 年，一家英语培训机构承租
了许昌市中心一栋独立商业楼的三、四
层物业，面积 1600 余平方米，承租期
限至 2014 年底。2010 年，刘某购买了
位于3层的其中一户房屋，办理了房屋
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房产证。培训机构在
装修期间，安装了分别位于一层楼道、

三层楼道、一层至三层消防通道的5个
入户门，并修建了2个洗手池、装修了
三楼公共卫生间。房屋租赁协议到期
后，培训机构与商铺内 15 户业主签订
房屋租赁合同书续租房屋。刘某收回其
购买的房屋。

2016 年底，培训机构更换了之前
安装的5扇门的锁芯，未将更换后钥匙
交给刘某。刘某认为培训机构此举严重
影响自己的出行，且对方以其出资对三
层的卫生间及洗手池进行了装修为由拒
绝刘某使用。刘某为此找到物业管理公

司讨要说法。
2017年3月，物业管理公司向培训

机构发送整改通知，要其拆除西边楼
道门。培训机构未进行整改，刘某为
此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培训机构排除
妨害，拆除私自安装的5扇大门，保障
刘某正常通行，确认卫生间及洗手池
归刘某在内的业主共同共有，刘某对
卫生间及洗手池享有使用权，还要求培
训机构自2017年4月起至排除妨害之日
止按照每月 3000 元的标准赔偿经济损
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妨害物权的，
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
险。本案中刘某购买了该商业楼一户
房屋，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
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
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
理的权利。培训机构安装入户门，妨
害刘某行使物权，依据法律规定，应
拆除一层、三层楼道入口、一层至三
层消防通道的大门，恢复正常通行。
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及其他公共场所、
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
共有。

故法院判决培训机构排除妨害，
拆除安装的 5 扇大门，恢复楼道及消
防通道正常通行，卫生间和洗手池属
业主共同共有，刘某对其享有使用权。

（赵市伟 臧东亮）

商业楼消防通道加装门
培训机构被判排除妨害

本报讯 通常情况下，被不法分子
骗取钱财后，受害人会选择报警维护自
己的权益，但潘某却在轻信虚假贷款信
息被骗后，放弃了报警，选择了在自己
微信朋友圈和所属群发布虚假贷款信
息，采取相同的手法骗取他人钱财获
利，由受害人变为了被告人。近日，青
岛铁路运输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被告
人潘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1万元。

2016 年 3 月，被告人潘某因轻信微
信中发布的虚假贷款信息被骗3000元，
潘某没有报警而是通过从网上搜集下载
别人办理贷款的图片和小视频，加网上
发布办理贷款信息的人为好友，以自己
要办贷款为名学习这种骗术。法院经审

理查明，2016年8月至12月，潘某通过微
信朋友圈和所属群发布办理贷款、提高
支付宝蚂蚁花呗额度、在网络平台提现
等虚假广告，并号召微信好友为其转发
贷款广告。期间，先后有10人通过微信
朋友名片互推找到潘某贷款，潘某均以

收取手续费、押金才能放贷的方式向受
害人多次收取费用，获利后即将受害人
在微信和支付宝中拉黑，不再联系。潘某
通过以上方式先后获利人民币40414.66
元，一审宣判前退还了全部赃款。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潘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
相的手段，通过电信网络骗取他人财
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遂作出如上判决。 （刘 磊 盛 帅）

男子微信发布虚假贷款信息获刑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