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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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猝死父母申请理赔遭拒
律师：可在当地法院起诉外地保险公司

据 《中国消费者报 》 报道 ，

“真是投保容易理赔难。 不过幸运

的是， 经过一年多的维权， 死者家

属终于将要拿到本该属于他们的理

赔金。” 2019 年 8 月 6 日， 云南直

度律师事务所张宏雷律师对记者

说。

女儿不幸猝死

保险理赔遭拒

2017 年 10 月 13 日凌晨 ， 在

昆明某大型国企担任董事会秘书、

年仅 32 岁的王某倒在自家卧室门

口， 不幸身亡。 当天， 昆明市公安

局盘龙分局出具了 《死亡证明书》，

10 月 15 日王某尸体火化。

即将退休的父母突然失去了独

生女， 精神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2

个月后， 老人在整理遗物时意外发

现， 女儿生前购买的国华人寿保险

尚在有效期。 保险期限自 2017 年

5 月 20 日 0 时起至 2018 年 5 月 19

日 24 时止。

其中， 包括 《国华华宝意外伤

害保险 C 款》 意外身故保险金 50

万元， 《国华华宝意外伤害保险 B

款》 猝死保险金 50 万元。

在上述保险条款中， “猝死”

的解释是指表面健康的人因潜在疾

病、 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

状内 24 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

然死亡。 猝死的认定以医院的诊断

和公安部门的鉴定为准。

2018 年 3 月起 ， 王某的父母

以受益人身份和法定继承人身份向

国华人寿保险要求给付保险金， 并

按照该公司要求提交了理赔申请

书、 医疗尸检建议书、 死亡证明书

等相应理赔材料。

2018 年 8 月 27 日， 国华人寿

保险发出理赔决定通知书， 明确表

示 “不予给付”， 原因为 “不符合

合同约定的保险金给付条件”。

多次交涉无果

父母只得起诉

在多次交涉及向有关部门举报

无果后， 2019 年 4 月 ， 王某父母

一纸诉状将国华人寿告上法庭。 要

求判令被告履行保险合同约定， 全

额理赔保险金 50 万元。 并请求法

院对被告拒不依法依约及时理赔造

成原告的物质和精神伤害予以惩

戒 ， 判令被告赔偿惩罚性违约金

10 万元。

庭审中 ， 被告国华人寿答辩

称， 原告无证据证明被保险人王某

为意外死亡或猝死， 故其死亡不属

于被告应承担的意外伤害事故责任

或猝死责任， 原告要求给付 50 万

元保险金没有依据， 被告不应承担

保险金给付责任。

此外 ， 原告要求支付违约金

10 万元也没有依据： 保险合同是

投保人支付保险费， 保险人在约定

情况出现时支付保险金的合同， 如

确实符合保险金的给付条件， 被告

作为保险人也仅应承担保险金给付

责任， 而不应承担其他责任。

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 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已出具

死亡证明书， 载明 “尸体已经公安

机关检验完毕， 由家属办理善后事

宜”， 可以排除涉嫌违法犯罪的情

形， 则王某的死亡情形符合猝死的

特征， 可以认定为猝死。

被告亦未举证证明王某的死亡

具有合同条款载明的免责情形， 故

原告要求被告支付 50 万元保险金

符合合同约定， 法院予以支持。

对于原告要求国华人寿支付违

约金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认为，

因其未举证证明因此而产生的损

失， 要求惩罚性判令被告赔偿违约

金没有法律依据， 故不予支持。

最终， 法院作出判决， 判令国

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支

付保险金 50 万元。

代理律师提示

可以就近诉讼

“这起诉讼的亮点在于，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 2015 年出台的有关

司法解释， 因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提

起的诉讼， 原告可以在当地法院起

诉外地保险公司， 这大大方便了往

往相对弱势的投保人或受益人维护

自身的保险消费权益。” 8 月 6 日，

原告代理律师、 云南直度律师事务

所张宏雷律师向记者表示， 双方均

未提起上诉， 法院判决已经生效。

尽管赢了官司， 张宏雷仍然有

些遗憾。 他认为， 这是一个典型的

“投保容易理赔难” 的案子。

“投保容易理赔难是中国保险

多年的一个顽疾， 保险公司售出时

千好万好， 赔付时千难万难。”

张宏雷表示， 对于保险公司无

理拒赔行为， 立法及司法层面应该

支持惩罚性赔偿， 这样才能更好地

保障投保人的利益。 比如本案， 原

告打了一年官司， 还没有拿到本该

顺利理赔的 50 万元保险金。 “如

果支付几万元律师费 ， 打赢官司

后， 被保险人实际上拿到保险金只

有 40 多万元。”

8 月 8 日 ， 记者从原告处获

悉， 国华人寿已经履行了法院的判

决， 老人拿到了 “本该一年多前就

该拿到的” 理赔金。 （湘江）

男孩 3万元打赏主播，律师提醒家长保护好支付密码
据 《楚天都市报》 报道， 家住

武汉市东西湖区的居民吴女士近日

发现 ， 手机微信零钱少了近 5 万

元， 原来是 11 岁的侄子悦悦用来

玩游戏， 其中 3 万元打赏给了游戏

主播。

悦悦的父亲吴先生说起此事依

然烦恼不已， 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

的姐姐。

吴先生称， 他与悦悦的母亲离

婚了， 平时工作较忙。 儿子悦悦放

暑假后， 他就将悦悦放在姐姐家，

请姐姐帮助照顾。 8 月 4 日， 吴先

生接到姐姐电话， 才知道儿子惹了

麻烦。

吴女士介绍， 她在东西湖区舵

落口大市场做批发酱菜的生意。 在

门店没有电视和电脑， 侄子悦悦放

暑假后， 白天也在店里玩。 她怕悦

悦太无聊， 就将自己的手机给悦悦

玩。

吴女士说， 她的手机平常微信

收款后， 会有一个提示音， 她自己

不用手机消费， 所以也没注意微信

里的钱。

8 月 3 日下午 6 时许， 吴女士

的丈夫准备将吴女士微信零钱里的

货款提现到银行卡内时， 发现店内

实际收款钱数和微信零钱里的数额

对不上， 少了近 5 万元。

而且奇怪的是， 这个手机里没

有支付记录。

后来吴女士使用微信资金被盗

功能， 找回所有支付记录， 发现 7

月 22 日至 8 月 3 日期间有人使用

她的微信购买了大量平台币。 其中

7 月 30 日 12 时 15 分许一分钟内，

购买了 40000 个币 ， 也就是花费

4000 元人民币。

吴女士询问后才知道， 悦悦最

近在该平台里 ， 关注了一款叫做

《第五人格》 的游戏。 悦悦不仅花

钱充值购买礼物， 打赏了好几位游

戏主播， 还自己购买了很多游戏装

备。

悦悦说， 因为姑姑微信的支付

密码就是手机锁屏密码， 他看姑姑

解锁时就记住了密码。

那么为什么要打赏主播呢？ 悦

悦称， 主播会说好听的话吸引观看

者打赏， 打赏后主播会陪大家一起

玩游戏， 他觉得很刺激很好玩就偷

偷用姑姑的微信支付。 因为害怕姑

姑发现钱被花， 悦悦删除了所有的

交易记录。

“我自己很震惊。” 吴先生称，

在获悉此事后， 他将儿子悦悦打了

一顿， 但是那些钱却难以追回。 在

平台留言面板中， 吴先生留言希望

平台能退回打赏的 3 万元， 目前尚

未得到回复。

湖北高韬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

秦小双表示， 悦悦作为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 难对网络金融工具的性

质有正确认识， 也不知道购买行为导

致的法律效果， 这种行为超出悦悦的

年龄和识知水平， 要实施应事先取得

监护人同意， 或由监护人进行事后追

认， 否则无效。

如果悦悦家长要求平台退款， 必

须要有证据证明， 充值行为确实为孩

子所为， 且家长对孩子的充值行为并

不知情。

然而， 这种线上交易行为， 是否

为未成年人操作难以证明。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秦小

双律师提醒家长， 平时应当妥善保管

网络支付的账号密码 ， 尽到监护责

任。

（刘孝斌 李翠婷）

车停小区玻璃被砸
律师：受损价值超5000元可追究刑责

据 《三秦都市报》 报道， 车停

小区地面车位 ， 一觉醒来玻璃碎

了， 这个责任该谁承担？ 近日， 西

安市金泰假日花城小区的 4 位业

主， 因为这个问题有些头疼。

一夜之间

小区4辆车玻璃被砸

肖先生是这 4 位业主之一。 6

月 24 日晚， 他如往常一样将自己

的爱车停在小区施划的地面车位

上， 25 日早上取车时却发现， 车

子的左后侧玻璃被人砸碎了。 其他

3 位业主的遭遇与他相同。 4 位业

主随后联系了小区物业 ， 也报了

警。

“警方立了案， 给了回执， 物

业说要对业主进行赔偿。 可现在一

个月过去了， 警方那边还没动静，

物业也不愿意赔了， 建议我们通过

司法途径解决问题 。” 肖先生说 ，

物业方的这种处理方式， 令大家十

分不满。 “我们在小区里停车是给

物业交了钱的， 每个月 300 元， 我

们认为他们负有管理义务。 现在出

现了问题， 应当承担管理不善的责

任。”

肖先生说， 小区被砸玻璃的 4

辆车， 3 辆是丰田霸道， 一辆是路

虎， 换玻璃的费用均不算低。 “霸

道换下来花了 1300 元左右， 路虎

加上维修总共花了 6269 元”， 在他

看来， “物业至少应当承担一半的

费用。”

“承担一定的责任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我听其他业主说， 小区

之前就发生过车玻璃被砸的案件，

我们希望物业能加强管理。”

谁来担责

律师称视情况而定

针对肖先生反映的问题， 三秦

都市报记者昨天分别联系了该小区

物业和受理此案的西安市公安局雁

塔分局了解情况。

该小区物业一位工作人员听明

记者反映的情况后， 称要跟负责此

事的工作人员核实， 再做回复， 但

截至记者发稿， 并未收到回复。 警

方就此案回应称， 目前正在调查当

中。

那么 ， 这一责任究竟该谁承

担？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赵良善律师认为， 车玻璃被砸，

首先应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即行为

人系第一责任人。 如玻璃受损价值

不足 5000 元， 行为人将承担民事

侵权赔偿责任， 及治安处罚责任。

如玻璃受损价值超过 5000 元， 行

为人则涉嫌故意毁损公私财物罪，

可追究其刑事责任。

而物业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

关键要看物业公司是否已经履行了

物业管理的职责。 比如， 是否对进

出小区的人员进行了登记， 是否在

小区安装监控设备， 监控设备是否

正常工作等。 如果物业公司已经履

行了物业管理的职责， 就不需承担

责任。 如果物业公司未尽到物业管

理的职责， 则需承担管理不善的部

分过错责任。

赵良善律师提醒， 车主不要将

贵重物品放在车内， 物业公司应加

强小区安全管理， 以避免小区内的

财产受损。

（张晴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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