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钱宇文

本报讯 95 后小伙朱某某和林某某曾在

海外留学， 两人回国后打着帮留学生代缴境外

学费的名头， 共骗取 4 名被害人 30 余万元。

近日， 经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依

法以诈骗罪对朱某某、 林某某作出有罪判决。

2020 年年初， 海归朱某某、 林某某通过

朋友在微信上相识， 因为私下代为购汇、 换汇

开始有了经济往来， 渐渐成了好哥们。 疫情为

留学生缴纳学费带来不便， 两人嗅到了留学中

介的 “商机”。 朱某某手上正好有点留学资源，

虽然没有相应的中介资质， 但是凭借头顶上的

“海归” 光环， 打着低汇率代缴学费的旗号，

开始在朋友圈招揽生意。 林某某在朱某某的忽

悠下， 负责寻找目标客户和提供收款账户， 并

按照每笔 1 万元提成 500-600 元收取好处费。

被低汇率、 操作方便吸引过来的留学生不

在少数， 他们转来的高额学费大部分都被朱某

某截留了。 小凯就是中招的学生之一 。 2020

年 8 月， 小凯通过朋友推荐找到了前辈朱某

某。 得知朱某某代缴学费能有 7 折的优惠， 小

凯没有迟疑， 立刻将学校账户发了过去， 并按

照对方要求先后转账了 18 万元人民币。 几天

后， 小凯收到了朱某某发来的缴费成功邮件截

图， 便放心地等待开学。 但没过多久， 学校通

知小凯他的学费一直没有全额到账。 小凯找到

朱某某询问情况， 对方承诺会帮忙再次缴纳后

却再也没有了音信。

小凯发觉自己被骗后， 立即向公安机关报

案。 无独有偶， 这段时间警方还陆续接到了另

外几名学生的报案， 他们的被骗经历和小凯非

常相似。 警方经过侦查， 先后将林某某、 朱某

某抓获归案。

到案后， 两人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 因为

近期生活压力大、手头紧张，才谎称可以低汇率

代缴学费， 并通过伪造缴费成功的邮件截图蒙

蔽被害人。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相应资质和能

力，大部分学费都被他们私吞后挥霍一空。

长宁检察院审查本案认为， 朱某某、 林某

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共同采用虚构事实、 隐

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 4 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

30 余万元，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触犯 《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 应当以诈

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本案是共同犯罪， 被告

人朱某某是主犯， 被告人林某某是从犯。 两名

被告人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罪行， 自愿认罪认

罚， 且在亲友协助下退赔全部违法所得并取得

被害人谅解。 法院综合考量上述情节后， 依法

以诈骗罪判处朱某某有期徒刑 3 年， 并处罚金

3 万元 ； 判处林某某有期徒刑 2 年 ， 缓刑 2

年， 并处罚金 2 万元。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邱恒元 俞吉

遇上 “热心大哥” 帮忙张罗租房事宜，

这让身在异乡打拼的年轻人小杨深感温暖，

为此小杨前后转账给对方 13000 余元， 然

而没承想， 这般 “温暖” 背后竟然是一场

骗局。 近日， 经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

起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依法以诈骗罪判

处伏某拘役 5 个月， 缓刑 5 个月， 并处罚

金 2000 元。

帮忙租房的“热心大哥”

去年 7 月下旬， 离开家乡在上海工作

的小杨因租房子的事而困扰不已。 有一次

聊天时， 她向朋友伏某提起此事， 伏某声

称 “自己上班的地方有某某公寓的房子可

以出租”， 可以帮小杨去问问， 小杨感激不

已。 过了几天， 伏某带回了消息： “8 月

19 日有房子空出来， 你有兴趣吗？ 就是要

先付 3000 元押金， 还有一个月的房租 680

元， 我先帮你交了。”

开心的小杨没有多想， 立马转给伏某

3680 元。 对于 “热心大哥” 之后提出的办

理食堂饭卡和购买被子的费用， 也没有怀

疑， 又支付了 660 元。 后来， 伏某又说要

先交 3 个月租金 ， 小杨就再转给他 2040

元。 8 月 19 日终于到了， 期待已久、 收拾

好行装的小杨， 迎来的却是一个坏消息：

房子租不下来了。

伏某解释称房子现在不能住了， 并说

之前付的钱以后会还给小杨。 虽然这套房

子没租成， 但是 “热心大哥” 立马又提出：

“小杨， 实在对不住， 前面答应你的事情没

有办妥， 不过你放心， 我在某小区还有套

房子可以免费租给你 1 年。 但是那套房子

没有家具， 我最近手头也紧， 你看要不你

再出点钱买些家具， 反正以后也是你去用

的。”

出于对伏某的信任， 小杨前前后后又

转账给伏某共计 6660 元。 但之后， 每当小

杨提出前去看房， 都被伏某找理由推脱。

他还信誓旦旦地说 “我答应你的事情我兑

现” “大哥和你承诺的事情， 大哥不会落

空” ……

最终， 当小杨再也联系不上伏某时 ，

她终于幡然醒悟， 意识到自己被这位 “热

心” 的大哥 “杀熟” 了。

“无中生有”的两套房子

伏某到案后， 向检察官老实交代了真

实情况。 原来， 某某公寓不能对外出租，

伏某既没有资格在公寓内居住， 更没有权

力将房屋转租。 而所谓某小区的房子， 也

纯属伏某虚构， 他根本没有购买过该小区

内的房产。

伏某因为经济拮据， 在听到小杨想要

租房后， 就编造了代为收取押金租金、 购

买家具等借口， 多次从她那里骗取钱款共

计 13000 余元。 伏某的家人知道后， 就一

起凑了 13000 余元现金， 赔给小杨， 并向

她赔礼道歉， 获得了她的谅解。

公诉机关认为， 本案中， 伏某虚构租

房事宜， 以各种借口向被害人小杨骗取钱

款共计 13000 余元，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 其行为构

成诈骗罪， 且数额较大， 应当处 3 年以下

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单处罚

金。

近日， 经徐汇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

徐汇法院依法以诈骗罪判处伏某拘役 5 个

月， 缓刑 5 个月， 并处罚金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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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展“撞车”进博会 所有会展为此“让道”？
法院：同期多场展览举办“不可抗力”不成立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上海正在打造 “国际会展之都”， 许多艺

术展会也都分外青睐上海。 而展会能按约举行

是许多策展人的期望， 可是就有这么一场展览

没有按约举行， 布展方声称是因展会时间与进

博会 “撞车” 而无法举办。 这一所谓的 “不可

抗力” 能否成立？ 近日，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给

出了答案。

摄影展与进博会“撞车”？

2018 年 8 月， 上海某文化创意公司 （以

下简称 “文化公司”） 与某广告宣传公司 （以

下简称 “广告公司”） 签订了《展览合作合同》，

约定双方合作举办摄影展， 展览举办地点为上

海环球金融中心 4 楼环球艺术空间， 展览搭建

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28 日至 31 日， 展览举办

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1 日至 11 月 23 日。

然而合同签署不到 1 个月， 广告公司就向

文化公司发出 《合同终止函》， 提出因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举办而不能取得文化行政管理部

门对展览的审批， 发生不可抗力， 要求终止合

同。

文化公司认为广告公司不能证明不可抗力

的发生， 无权单方解除合同， 故回函要求继续

履行合同， 但广告公司再次向文化公司回函，

坚持解除合同。 后双方协商， 广告公司始终不

愿意履行合同， 因此文化公司要求广告公司按

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 但广告公司始终未予

答复。 于是， 文化公司认为广告公司无合理理

由擅自要求终止 《展览合作合同》， 不履行合

同义务， 构成违约， 文化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并

要求广告公司依据合同承担违约责任， 因此将

广告公司告上法院， 索赔违约金 72 万元。

广告公司：解约源自不可抗力

广告公司则坚持称， 因进博会的召开广告

公司未能取得行政部门关于举办展览的许可，

为避免双方的损失， 公司在同年 8 月向文化公

司发出了解除合同的通知。 广告公司认为， 因

为受到召开进博会而无法取得举办展览的行政

许可这一不可抗力事件影响， 公司依据合同约

定要求解除合同， 不应承担违约责任， 也不应

承担解除合同违约金 72 万元。

即使广告公司确实存在违约行为， 也应该

适用合同的约定赔偿文化公司的实际损失。 另

外， 在广告公司通知文化公司解除合同之后，

文化公司与案外人在同一场地另行举办一场展

览， 该展览规模宏大， 布展时间至少超过 20

天， 故文化公司并未遭受场地费用的损失。 另

外， 因双方的合同并未实际履行， 相应的人

员、 水电等费用并未产生， 故即使文化公司要

承担违约金 ， 72 万元的违约金标准也过高 ，

应予以调整。

法院：无证据证明进博期间不得办展

法院审理后认为， 首先， 广告公司称其与

文广局有关人员沟通， 并得到口头回复， 因举

办进博会这一重大活动， 故系争展览无法取得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法院认为， 广告公司

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曾向文广局申请过涉

案展览的许可， 亦并未就文广局曾因进博会的

召开而拒绝向其出具系争展览许可提供证据，

故广告公司所称因进博会召开影响无法获得系

争展览许可， 其无法履行合同这一意见实无任

何证据予以佐证，法院难以采信。且在进博会召

开期间， 有多场涉外文化艺术表演及展览于上

海举办，亦与广告公司抗辩意见相左。

其次， 按照 《合同法》 的规定， 不可抗力

指不能预见、 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

况， 按照双方签署合同的约定， 不可抗力事件

指任何不能预见、 不能避免、 不能克服的自然

灾害、 客观事件、 政府行为。 文化公司与广告

公司签署 《展览合作合同》 前， 进博会将召开

已经属于公开信息， 故进博会的召开并不属于

不能预见的事件。 广告公司作为专业举办展览

的机构， 理应可以预见到进博会的召开是否会

影响到其申办展览所需的行政许可。 故即使如

广告公司所言确实因进博会的召开使其无法获

得文广局出具的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该

事件亦不属于不可抗力。 综上， 广告公司无权

依据合同约定， 以不可抗力致使其无法履行合

同为由解除合同。

法院指出， 违约金除了填补守约方包括预

期利益在内的损失外， 对违约方的过错同时具

有惩罚性。 合同因广告公司违约导致解除， 文

化公司对合同解除没有任何过错。 广告公司也

未就减少损失向文化公司提供任何帮助， 广告

公司主张 72 万元违约金约定过高本无任何依

据。 但鉴于文化公司在广告公司违约后另行举

办展览自行减少了损失， 该展览覆盖了涉案展

览的部分时间， 法院比照该期间文化公司减少

的房屋租金及其他水、 电、 人工等损失酌情扣

减违约金 20 万元。 扣减后， 广告公司应付文

化公司违约金52 万元。

谎称低汇率代缴留学费用
95后海归诈骗 30余万元获刑

热心大哥帮忙租房，却又要求付钱买家具？
异乡“温情”背后潜藏骗局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宋含泽 王佑安

日前， 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

“追星” 而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件。 原、 被

告为了 “捍卫” 自己的偶像， 在网络平台

上从最初的维护自家、 贬损对方偶像开始，

逐渐上升到了粉丝之间的人身攻击和侮辱

谩骂， 最终引发侵权纠纷。

狂热追星

为维护偶像开启“唇枪舌战”

原告陈小姐称， 自己系一位知名歌手

的粉丝， 而被告是另一名歌手的粉丝。 双

方因互联网追星意见不合而导致矛盾冲突。

去年 4 月以来， 随着 “骂战” 的不断

升级， 双方的大战矛头逐渐从 “踩捧” 彼

此偶像， 转向了粉丝间的人身攻击。 孙某

开始陆续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布对陈小

姐一系列人格侮辱的话语， 如多次发表陈

小姐是 “小三” “母猪” 等文字并配上陈

小姐的照片； 同时， 孙某还转发陈小姐在

网络平台的链接并配上类似的不当言论。

陈小姐认为孙某编造、 虚构恶劣言辞诋毁

自己， 对其进行人身攻击， 诋毁贬损其形

象， 已侵犯其名誉权， 诉至法院要求孙某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诉讼前， 陈小姐将孙某不当言论进行

截图后， 将相关证据提交公证处进行了公

证， 以公证文书的方式对相关证据予以固

定。

法院：

理性追星，不可随意诋毁他人

孙某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当言论 ， 并

配有陈小姐的照片 ， 或者转发陈小姐的

相关网络链接 ， 该行为使得看到相关言

论或点击相关链接的网民可能对陈小姐

产生错误认知进而影响其社会评价 ， 故

被告孙某的行为已经侵犯了陈小姐的名

誉权。

审理中， 孙某承认陈小姐所举证的侵

权事实， 表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最终，

本案经虹口法院主持调解， 双方当事人自

愿达成如下协议： 被告孙某在原网络平台

上向原告陈小姐公开书面赔礼道歉， 为期

7 天 ； 被告孙某支付原告陈小姐公证费 、

维权费等相关费用。

【法官说法】

当下网络信息发达的时代 ， 年轻人

“追星” 成为了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他们用

自己的方式去支持喜爱的明星， 让自己朝

着偶像身上的闪光点去努力， 这本无可厚

非， 但作为当代年轻人， 要树立正确的追

星观念。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要规范约束

自己的行为。

其次， 当事人在维权过程中， 应当注

重保存证据。 一般而言， 经过公证的网页

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 由于网页信息更

新快， 时效性强， 可通过公证等形式固定

网页， 保全证据。

“饭圈”互撕？ “粉头”大战？
追星切莫触犯法律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