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明知顺丰速运对“瓷器” 不提供“保

价” 服务， 曹军 （化名） 还是通过顺丰运送

瓷器。 在瓷器破损后， 曹军将顺丰告上法

院。 近日， 上海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

了该起案件， 驳回了曹军的诉讼请求， 维持

一审原判， 认为曹军要求 15 万元的赔偿于

法无据， 判决顺丰公司应按其赔偿规则， 即

7倍运费赔偿曹军 1326元。

顺丰运送瓷器被损坏索赔15万

2018 年 6 月 3 日， 曹军通过顺丰公司官

方客服下单， 支付了运费 118 元和 1 元的易

碎件服务费， 将 2 件瓷器快递到北京某公

司。 然而， 在上述快递到达目的地后， 收货

方发现其中有 1件瓷器破损。

顺丰公司承认是公司在运输途中导致的

损毁， 并愿意赔偿 500 元。 但是， 曹军认为

该瓷器实际价值为 15 万元， 不愿接受上述

赔偿处理， 将顺丰公司告上法院。

经过一审法院查明， 顺丰公司不论采用

纸质快递单还是电子快递单， 在其提供的快

递单正面有“价值超过 1000 元的物品， 请

如实声明， 否则按不超过 1000 元的物品处

理， 贵重物品建议保价， 详见背面条款” 等

条款， 曹军每年均有在顺丰下单不下 100 次

的经历， 今年 4 月， 也曾因与本案类似的情

形与顺丰公司发生纠纷。

一审法院：15万赔偿于法无据

一审法院认为， 曹军主张的交寄瓷器价

值昂贵， 仅有“委托拍卖合同” 及网页等为

证， 难以认定“委托拍卖合同” 的标的物即

为曹军交寄的物品、 两者为同一瓷器； 曹军

作为顺丰的老客户， 有着数百次的下单经

历， 应十分清楚顺丰公司运输方式存在保价

与不保价之分。

对于顺丰公司的赔偿规则， 加上其在事

发前不久的理赔经历， 应该比其他消费者对

不保价运输受损赔偿的后果， 更了然于心，

但曹军在明知相关赔偿规则和风险的情况

下， 仍未选择保价运输， 因此相应的风险后

果应由其自负。

综上， 曹军要求 15 万元的赔偿于法无

据， 难以支持。 顺丰公司应按其赔偿规则即

7 倍运费赔偿曹军损失， 并根据曹军购买的

易碎件服务费赔偿相应的损失。

三中院：顺丰7倍运费赔偿1326元

曹军认为， 自己之所以没有选择保价，

是因为顺丰公司曾在一次委托邮寄时， 拒绝

给瓷器保价， 其官方网站上也明确对瓷器等

易碎品不提供保价服务。 一审判决后， 曹军

不服， 上诉至上海三中院。

上海三中院认为， 曹军明知不保价的风

险及法律后果， 以及古董陶瓷易碎且贵重的

性质， 完全可以更换快递公司或采取其他更

为稳妥的运送方式， 但是却仍然选择顺丰公

司， 是对自身权益未尽必要的注意义务， 在

物品毁损后， 将其不选择保价的风险和后果

全部转移给承运人， 有失公允。

曹军在过去已发生类似瓷器破损的情况

下， 仍选择顺丰公司并轻信可以避免损失的

发生，在托运时，用固定不足的锦盒及防震性

欠佳的泡沫纸作为包装，也存在一定过错。

据此， 上海三中院认为曹军应当对自己

的选择行为， 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自负相

应的合同风险。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法治报通讯员 章伟聪

洪女士家买的一套整体电视柜， 因柜体

较长电梯无法装运送不到家里， 洪女士要求

退货， 商家却不同意。 近日， 上海市长宁区

人民法院对这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作出一审判

决， 解除双方间的买卖合同， 商家应退还预

收货款 53676元。

楼道狭窄家具无法送达引纠纷

去年 5 月， 洪女士在本市吴中路上一家

家居市场看中一套某家具公司生产的整体电

视柜 （柜体长 2.91 米）， 当即向该公司销售

人员口头预订这套家具， 双方约定总价

103676元， 预付款 53676元。 5月 16 日， 洪

女士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了预付款。 第二天，

家具公司工作人员到洪女士家查看电梯、 楼

道等情况。 据洪女士讲， 工作人员查看现场

后告诉她， 因家具尺寸较大， 电梯无法送

货， 但可以通过楼道送货。

然而， 今年 1 月 3 日， 家具公司却告诉

洪女士， 因为通往她家的二楼楼道比较狭

窄， 电视柜无法通过， 所以请洪女士与小区

物业沟通， 拆除电梯轿顶以便送货。 洪女士

随即向小区物业提出相关诉求， 但被拒绝。

送货不成， 洪女士只能要求退货， 但家

具公司不同意。 1 月 16 日， 洪女士到家具公

司协商解决问题， 家具公司工作人员再次确

认通过楼梯无法送货。 但第二天家具公司却

致函洪女士尽快支付 5 万元尾款， 公司收款

后 7 日内负责送货； 如果逾期不付款， 家具

公司将按每天 311 元收取仓储费； 如果执意

退货， 则须承担 50%货款的违约金。 洪女士

随即委托律师向家具公司发送 《律师函》：

如能送货， 尽快将货物送到洪女士家中， 送

货当日结清余款； 如不能送货， 则退还预付

款。 之后， 双方一直僵持着。

家具公司认为， 工作人员说的楼梯无法

送货只是楼层太高， 家具公司老板确认楼道

条件可以送货。 因此， 不同意洪女士的诉讼

请求。

法院：解除合同，退还预付款

长宁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查明， 为送货

事宜， 洪女士曾向 12365 （上海质检热线 ）

申诉举报中心咨询“客梯能否拆轿顶或在轿

顶上运输家具”， 该中心回复称， 上述行为

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 应坚决制止。 另查明

洪女士居住小区的物业公司两度向洪女士出

具 《情况说明》， 明确表示经过现场测量，

洪女士所购电视柜， 因楼道、 电梯狭窄不具

备运输条件， 并禁止通过拆除电梯轿顶或在

轿顶上运送。

8 月 2 日， 上海长宁法院对本案作出一

审判决： 解除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 被告

家具公司应归还原告洪女士预付款 53676

元。 签收判决书后， 家具公司在规定的期限

内没有提出上诉， 该判决已经生效。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何忠婷

夜深人静之际， 一醉汉三次闯入邻居家

中， 连续殴打七旬老人， 而起因不过是邻里

间的小纠纷。 近日，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最终法院以

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席某有期徒刑一年。

现年 35岁的席某家住徐汇某小区五楼，

和住在一楼年过七旬的李老先生是同单元的

邻居。 席某平时骑自行车出行， 为防止失

窃， 他便将车停放在一楼的楼道里。 但楼道

狭窄， 李老先生腿脚不好， 因此席某停放的

自行车给他日常出行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他

认为席某占用了公共空间， 希望他将车停在

他处， 但席某依然我行我素， 两人为此产生

矛盾。

去年 6 月， 晚上 10 点多醉酒归来的席

某一进自家的单元门， 便发现停放在楼道里

的自行车不见了。 联想到以前双方发生过口

角， 他认为肯定是李老先生从中作梗。

酒气上涌的席某一脚踹开李家的房门，

上前挥拳击打正准备休息的李老先生， 还将

热水瓶等生活用品打砸在地， 场面一度混乱

不堪。

嘈杂声惊动了李家的租客， 席某被租客

劝离后， 又绕到楼外李家的天井处， 翻墙进

入继续殴打李老先生， 同时质问对方凭什么

不让自己在楼道里停放自行车。

租客听到动静后， 再次劝阻了席某， 把

他拉到门外。 谁知席某仍不死心， 他强行顶

开已经被踹坏的大门， 第三次冲入李家， 在

追打李老先生的过程中还砸碎了厨房玻璃等

生活设施。 租客见无法劝阻， 只得报警。 接

警民警赶到后， 制止了席某， 并将其带往派

出所。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 尚未酒醒的席某在

派出所依然扬言要打李老先生。 民警见此，

只好将其关在留置室醒酒， 待其神志完全清

楚后， 再进行讯问。

第二天， 酒醒后的席某如实供述了自己

三闯李家并殴打李老先生的过程。 经鉴定，

李老先生面部、 颈部等处的伤势已经构成轻

微伤。 徐汇区人民检察院遂向徐汇法院提起

公诉， 建议以非法侵入住宅罪追究席某的刑

事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席某未经李老

先生同意， 数次强行闯入其家， 并殴打李老

先生致其轻微伤， 另外还有毁坏他人生活用

品及设施的行为。 其行为对李老先生及家人

的正常生活和居住安全造成了负面影响， 已

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 最终法院判处其有期

徒刑一年。

□法治报记者 王川

法治报通讯员 邱波 王笛

日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集中公开

开庭宣判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提起

公诉的被告人黄某等11人、被告人张某等14人

“套路贷” 系列诈骗案， 以诈骗罪分别判处黄

某、谢某、张某3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 并处罚金人民币150万元至200万元不等，

其余22名被告人分别判处二年三个月至十三

年不等刑期。据悉，这是上海法院首次对“套路

贷”案件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的重刑。

72名被害人被“套”走3200万

据了解，2015 年初起，黄某、谢某及张某

等人从事个人借贷业务，后通过注册成立天甘

公司和控制怡智公司，分设业务部、后勤部、网

签部、催债组等部门，由张某、黄某、谢某等人

伙同其他多名被告，以“无抵押贷款”等民间借

贷为诱饵，以“违约金”、“行业操作惯例”等名

义诱骗被害人签订虚高借款金额借条，并带被

害人至银行转账，制造被害人已取得全部虚高

借款金额的假象，再以各种借口单方面认定被

害人违约， 与被害人签订空白房屋租赁合同，

网签被害人房产限制其交易，使用言语或身体

威胁、恐吓、上门骚扰等手段，或迫使被害人按

照虚高金额还款， 或带至其他犯罪团伙平账，

或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等方式骗取钱财。

被告人张某、 黄某、 谢某等人负责组织、

管理和业务洽谈， 其余被告人负责看房、 走

账、 网签、 讨债及诉讼等。 至案发， 以被告

人黄某、 谢某等人为首的犯罪集团骗取查某、

张某等 33 名被害人约 1400 万元； 以张某等

人为首的犯罪集团骗取被害人周某、 王某、

卜某等 39名被害人， 共计骗得 1800余万元。

三名被告人获无期徒刑

上海二中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黄某、

谢某、 张某等伙同其余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共同诈骗他人钱款， 其行为已构成诈

骗罪， 且犯罪数额特别巨大， 依法应予惩处。

黄某、 谢某、 张某等人预谋后注册成立

借贷公司， 之后三人负责组织、 指挥和决策，

其余被告人负责签订虚假借条、 银行转账、

催讨钱款等具体事务， 各名被告人分工明确，

相互配合， 属于三人以上组成较为严密和固

定的犯罪组织， 应当认定为犯罪集团， 且被

告人黄某、 谢某、 张某等人是犯罪集团的首

要分子， 应当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 性质、 情节、

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及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

地位等对两起案件的被告人作出一审判决，

最高刑为无期徒刑。

被害群体向在校大学生蔓延

记者获悉， 上海二中院近日还发布了

《2016-2018 年“套路贷” 审判白皮书》。 白

皮书显示， 近年来， “套路贷” 出现了从传

统民间借贷向“网络贷” 蔓延的新趋势， 犯

罪手段涉及的关联犯罪不断扩张， 被害群体

也从普通民众向在校大学生发展， 严重侵害

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人身权益。

据统计， 2016 年至 2018 年 8 月， 上海

二中院及所辖法院共审理一、 二审“套路贷”

案件 31 件， 涉及被告人 124 人， 被害人达

211 人， 涉案金额总计 1.43 亿余元。 其中

2016 年 1 件， 涉案金额 110 余万元； 2017 年

和 2018 年至今案件数量却突然增长至每年

15件， 涉案金额额大幅增加。

“套路贷” 网络化成为新的趋势， 从传

统的普通民间借贷， 演变成为以网络宣传、

电话宣传、 社交软件宣传为手段， 以借贷平

台为依托， 以广大网民为下手对象。 犯罪分

子还通过“网络兼职” “赚外快” 等为由，

招募其他犯罪分子， 诱骗被害对象， 网络成

为他们实施犯罪的温床。 网贷平台乱象频出，

各类如“房贷” “车贷” “手机贷” “校园

贷” “裸贷” 等名目繁多， 许多初入社会或

者在校学生纷纷中招， 在应聘时或者消费时

被“下圈套”， 因无法偿还贷款， 被逼辍学、

自杀、 卖房抵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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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路贷”终把自己“套”成无期徒刑
上海二中院2016年至今已审理“套路贷”案31件 涉案金额逾1.43亿

明知“瓷器”不保价仍下单 破损后索赔15万
上海三中院审理一起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2.9米长的家具送不到29楼怎么办？
长宁法院：解除买卖合同，退还预付货款

醉汉深夜三闯邻居家

殴打七旬老人
因非法侵入住宅罪获刑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