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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快递擅放代收点遇纠纷谁担责
律师：如未经许可违反《快递暂行条例》

据 《北京青年报》 报道， “双

十一” 刚刚过去， 收取快递成为不

少市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不

料， 烦恼也因此产生。 近日有不少

市民打来电话反映说， 快递员没打

招呼就将自己的快递放在了快递柜

或者代收点， 结果造成自己拒收失

败， 甚至还有人丢失了所购物品。

律师介绍， 根据我国 《快递暂

行条例》 相关规定， 快递应由收件

人或代收人当面验收， 即使要放快

递柜、 代收点也应该事先告知客户

并取得许可。

便捷代收引发不便

作为网购一族， 王女士日常喜

好就是在网上 “买买买”。 11 月 6

日下午， 在家休息的王女士习惯性

地查看包裹信息， 结果发现自己的

中通快递包裹早在两个小时前就已

经被签收了。 “但我根本没收到东

西啊。”

仔细查看后她发现， 该包裹的

签收地点是自家小区外侧隔着一条

马路的洗车行， 这让她感到非常气

愤。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把我的快

递放在洗车行了， 我明明在家， 快

递员连个电话也不给我打， 就私自

把快递放那儿了， 如果不看手机我

都不知道快递已经到了。”

随后， 王女士拨打了负责派件

的中通快递员电话， 询问自己的快

递为什么被送到了洗车行。 对方告

诉她， 小区外的洗车行是快递公司

合作的快递代收点， 以后所有的快

递都会被放在那里。 “那个洗车行

离家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并且放快

递的就是一个三层的铁架子， 根本

没人看管， 任何人去了都可以拿，

非常不安全， 丢了都不知道是谁拿

的。” 除此之外， 快递被放在代收

点后 ， 收取麻烦也很让王女士不

满。 据她介绍， 她和爱人一般下班

时间都比较晚， 而洗车行晚上 8 点

时就会关门， “很多时候根本来不

及取件， 非常不方便”。

除了麻烦、 无法拒收外， 快递

被直接放在快递箱、 代收点的安全

也是不少人担心的问题。 天通苑某

区住户徐先生介绍， 今年夏天他网

购了两部手机， 快递员未提前通知

就放在了快递代存点， 结果造成手

机丢失。 “后续再投诉什么的， 真

的很耗时间， 如果提前说一声， 不

就没那么多事了吗？”

电话投诉效率低

记者搜索发现， 各大社交网站

上对快递柜、 代收点的 “吐槽” 一

直居高不下。 不少网友反映， 有了

快递柜后， 即使自己在家， 快递员

也会直接将快递投放到快递柜、 代

收点， 没法当面检查快递有无破损

外， 也给一些老人、 孕妇之类的用

户带来了麻烦。 “本来网购就是为

了可以送货上门， 现在好了， 还得

自己拿。”

孟先生说， 自己不是不能理解

快递员把快递放快递柜、 代收点，

“毕竟大部分上班族白天都不在家，

派件确实困难”。 但令他气愤的是，

快递员擅自决定之前根本没有和自

己进行沟通 ， “经常是我明明在

家， 也不送。 这就不是方便了， 完

全是偷懒”。 更令他不满的是， 自

己想要投诉解决这个问题， 却十分

困难。 “和快递员说过几次， 没有

用， 而且人也老换， 我也没办法提

前知道今天派件的快递员会不会直

接放柜子里。 给圆通打电话投诉，

永远接不到人工那一步， 经常输入

几次订单号都会提醒我错误。”

11 月 15 日， 记者利用孟先生

提供的订单号尝试在圆通官方客服

电话进行投诉， 结果几次输入订单

号后 ， 均显示识别错误 。 孟先生

说： “幸好我是手机输入的， 能对

比， 不然根本没法解释为啥我明明

输了 ‘222’ 客服电话就非识别成

‘22’， 每次都是类似问题。”

徐先生告诉记者， 自己在多次

遭遇类似问题后， 已经总结出一套

解决办法： “要么联系卖家， 让他

找快递公司解决； 要么直接投诉国

家邮政官网， 效率更高。”

遇纠纷快递公司应担责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许浩律师

介绍， 按照我国今年 5 月开始实施

的 《快递暂行条例》 第二十五条规

定，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将快

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 收件人

或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 并告知

收件人或者代收人当面验收； 收件

人或者代收人有权当面验收。 “即

便不能当面验收， 在放置快递柜或

代收点前 ， 也应该取得收件人许

可。 否则， 就属于违规行为”。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韩骁律师

表示， 快递员在向快递柜或代收点

投放快递时， 应通过打电话等方式

通知收件人， 经过收件人同意后，

再进行投放。 如果快递没有经过当

面验收而出现了毁损或其他意外情

况， 在已经购买保险的情况下， 收

件人可向保险公司要求理赔； 如果

此前没有投保， 可以向快递公司要

求相应赔偿。 一旦双方发生纠纷，

收件人可向快递总公司或当地邮政

管理部门进行投诉， 要求快递公司

在合理期限内赔偿损失。 仍无法解

决的话， 可向法院起诉， 要求快递

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境外代购到底违不违法？ 专业律师为你解答
据 《温州晚报 》 报道 ， 一则

“淘宝店主代购服装涉走私、 逃税

被判十年 ” 的新闻近日在网上刷

屏， 引发网友热议： 代购要判十年

这么久吗？ 海外代购和走私的界限

到底是什么？ 近日， 浙江九州大众

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温正搭律师

为大家解答了一系列代购有关的法

律问题。

卖境外服装涉嫌走私么

咨询： 我看到一则消息， 说广

东一淘宝店主从香港采购服饰， 然

后通过淘宝店销售， 偷逃税额共计

300 多万元， 被判走私获刑十年 。

我最近有计划做韩国服饰代购， 请

问到境外 “拿货” 涉嫌走私吗？

解答： 该店主从事境外代购货

物内地销售业务， 没有向海关申报

和缴纳税款， 偷逃税款共计 300 多

万元， 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

《刑法》 153 条及最高院的相

关解释规定： 走私货物、 物品偷逃

应缴税额在 250 万元以上的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偷逃

应缴税额在 50 万元以上不满 250

万元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 偷逃应缴税额在 10 万元以上

不满 50 万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 同时走私行为并处偷

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或者没收财产。

代购放“朋友圈”卖合法吗

咨询： 我当了妈妈后要买很多

母婴用品， 也常常和朋友一起通过

海外网站购买。 我发现身边很多人

不会用海外网站， 所以我想自己买

来， 然后放在微信朋友圈出售， 这

样合法吗？

解答： 根据 《海关法》 第四十

六条 ， 个人携带进出境的行李物

品、 邮寄进出境的物品， 应当以自

用、 合理数量为限， 并接受海关监

管。 海外代购朋友圈代卖， 已超出

了自用、 合理数量的范围， 属于电

子商务经营者， 依法应向海关申报

和缴纳相应税款。 如果你购买的商

品在朋友圈销售， 又没有向海关申

报及缴纳税款 ， 可能涉嫌走私行

为， 情节严重偷逃税款达到刑法规

定的税额， 可能涉嫌走私普通货物

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 ，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正

式实施的 《电子商务法 》 明确规

定， 所有电子商务经营者都应当办

理市场主体登记， 且依法履行纳税

义务。 这意味着， 只要从事海外代

购交易的， 都必须先在国内的工商

行政部门进行备案登记并领取营业

执照， 同时去税务部门办理税务登

记证后方能经营， 否则也将受到相

应的处罚。

代购化妆品违法么

咨询： 早些年我和家人在国外

开店做生意， 由于当地化妆品很有

名， 并且价格比国内便宜， 亲戚朋

友常托我带一些化妆品 ， 寄给他

们。 我不收额外的费用， 这样做应

该不违法吧？

解答 ： 《化妆品卫生监督条

例》 规定： 进口的化妆品， 必须经

国家商检部门检验； 检验合格的， 方

准进口 。 个人自用进口的少量化妆

品， 按照海关规定办理进口手续。 同

时 《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 规定： 进

口或者销售未经批准或者检验的进口

化妆品的， 没收产品及违法所得， 并

可处违法所得 3 到 5 倍的罚款 。 因

此， 个人自用进口的少量化妆品也需

要按海关规定办理进口手续。

利用互联网销售或以网络代购方

式销售未经批准进口的化妆品， 按照

《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 第二十六条

的规定， 认定为 “进口或销售未经批

准或者检验的进口化妆品” 行为， 应

依法予以查处。 按照上述复函内容，

未经批准销售国外化妆品， 轻者没收

产品及违法所得， 并且可以处违法所

得 3 到 5 倍的罚款， 重者可能涉嫌走

私普通货物罪。

深圳犬伤人警情逐年攀升
律师：受害人应注意取证

据 《晶报》 报道， 如今城市里

养狗的家庭越来越多， 不文明养犬

行为随之而来， 因狗而起的邻里纠

纷 、 打架斗殴等社会矛盾逐渐增

多， 犬只伤人事件也时有发生。

近日记者从深圳市公安局获

悉， 今年 1 至 10 月， 因不文明养

犬引发的治安纠纷警情达 3293 起，

其中， 犬只伤人警情 3010 起， 尤

为突出， 且呈逐年增长态势。 记者

就犬只伤人事件涉及的法律问题采

访了部分民警和律师， 为您分析犬

只伤人谁来负责。

犬只伤人警情逐年攀升

记者从深圳市公安局 110 接警

中心了解到， 近年来， 豢养宠物狗

咬人、 狗吠扰民等引起的治安纠纷

警情逐年增多。 据统计， 2016 年，

该类警情总数为 2868 起， 2017 年

增长为 3452 起， 增长约 20%， 达

到月均 280 余宗 。 而今年 1 至 10

月 ， 该类警情总数已达 3293 起 。

可以说， 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记者通过梳理还发现， 在各类

因不文明养犬导致的治安纠纷警情

中， “犬只伤人” 警情尤为多发，

占该类警情总数的 90%左右 。 以

2017 年为例， 该类总警情为 3452

起 ， 其中 “犬只伤人 ” 警情为

3103 起 (从而引发的纠纷警情 553

起 )， 占比 90%。 其他如狗吠警情

只有 182 起， 占比不到 1%。

而且， “犬只伤人” 警情也在

逐年攀升。 2016 年 ， 该类警情为

2633 起， 2017 年增长为 3103 起 。

2018 年 1 至 10 月 ， “犬只伤人 ”

警情就已经达到 3010 起， 与 2017

年全年基本持平。

“因养犬不文明引发的纠纷、

矛盾等日渐突出， 存在治安隐患，

应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 深圳市

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队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 治理这一问题， 还有赖于

提高养狗者的文明素质， 依法依规

文明养犬。

受害人应取证报警

当犬只伤人事件出现后， 受伤

者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而

犬只饲养人或管理人又该承担何种

法律责任呢?记者就此类问题采访

了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的闻宇律

师。

“情节较轻的， 对于动物严重

扰民时饲养人、 管理人的法律责任

问题，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七十

五条第一款作出了明确的处罚规

定 :饲养动物， 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的， 处警告 ;警告后不改正的， 或

者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的， 处二百元

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闻律师介

绍， “情节较重的， 诸如犬只伤人

等事件发生后， 受害人第一要做的

是取证、 拍照和报警， 由警方来确

认责任主体 。” 闻律师告诉记者 ，

“一般来讲， 宠物主人是第一责任

主体， 警方还将根据是否存在第三

人挑逗等逐一排查过错方 ， 依据

《侵权责任法》 来确认谁来担责。”

闻律师介绍， 《侵权责任法》

第七十八条至第八十四条对于饲养

动物损害责任进行了明确说明， 并

明确规定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

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此外， 禁止饲养

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

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即无论受害人有无过

错、 过错大小，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

理人都得担责。” 闻律师补充。

养犬不能任性

城市 “狗患” 归根结底还是人

患 ， 如何让所有人都做到文明养

狗， 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变 “养

犬为患” 为 “文明养犬”， 也是虽

难必行。 据市城管执法支队法律顾

问、 广东卓尚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春

阳介绍， 《深圳市养犬管理条例》

对人们普遍关注的养犬收费、 养犬

范围、 管理处罚和犬只伤人等问题

均作了明确规定。 “深圳养犬早已

不能任性 ， 养犬人之间应相互监

督。” 李律师说。

“该条例规定， 犬只伤人的，

养犬人应当立即将伤者送至医疗机

构诊治， 支付医疗费用， 并依法承

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养犬人拒绝立

即将伤者送至医疗机构诊治的， 还

将被加处一千元罚款。” 李春阳律

师介绍， “养犬人既然占有或者控

制着动物， 就应该谨慎管束， 肩负

起对自己、 对社会、 对公众负责任

的义务， 依法、 依规、 合理管好宠

物， 注意公共文明、 环境卫生， 避

免影响他人。” （熊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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