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 “无抵押贷款” 为诱饵，以

“违约金” 、“行业操作惯例” 等名

义诱骗你签订虚高借款借条。 如果

你要提前还钱， 还以 “还款时间过

早” 为借口，设法让你违约；“利滚

利” 后无法偿还，还用威胁、恐吓、上

门骚扰等手段催收……这些人用尽

“套路” ，只为把你的车子、房子搞

到手。

11 月 23 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对“套路贷”系列诈骗案进行

了集中公开开庭宣判， 有三名被告

人被判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这也是上海法院首例因实施“套

路贷” 诈骗犯罪而判处被告人无期

徒刑的案件。

据新华社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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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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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金额的借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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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钱

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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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余万

元。

11 月 23 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当庭以诈骗罪分别判处黄

某、谢某、张某 3名主犯无期徒刑。

专挑“优质客户”下手

据东方网报道， 负责本次庭审

的法官张英姿告诉记者， 该诈骗集

团分工明确，相互配合。 在这两个案

件中，受害人多为上海人，其中受害

人大多数有三个特征：有房、单身、

信用较差。 这类人通常会被该诈骗

团伙称为“优质客户” ：这样的人一

来有房抵债，单身的话，房产抵押更

容易。 第二方面，这类人一般在亲戚

朋友中也借不到现金。 在急于用钱

的情况下，他们便会选择民间借贷。

“套路贷”案件多

近年来，“套路贷” 通过各种方

式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呈现愈发严峻的趋势。 “套路贷”案

件多，但万变不离其宗，接下来介绍

几个典型案例。

借款 45万元

200多万元房产遭偷偷过户

这是央视财经今年 8 月份报道

的案件。 2017年中，在福州做服装生

意的林女士因生意周转急需用钱。一

天，她接到了一个介绍贷款的电话。

由于着急用钱， 林女士跟着这

个人去了一家借贷公司办手续，签

了许多协议， 其中还包括房屋买卖

委托公证书。 林女士本想周转完赶

紧还钱，但她没想到的是，之前借到

的 45 万，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

借贷公司就通过伪造银行流水，将

她的债务垒高到 100多万。

受害人林女士（化名）：他中间

说我违约，又说我去别的公司借钱，

向别的高利贷又去借钱。 我说我没

借，他说有，非要说我有，然后逼我

给违约金， 如果我不给就冲到我家

里来。

更让林女士没想到的是， 借贷

公司竟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

她市值 200多万的房子偷偷过了户。

借款 3 万元

一年后变 800 万

今年 4月，杭州网报道了一起“借

款 3万‘滚’成 800万”的夸张案例。

2016年 8月，何华（化名）需要资

金周转，经过中介介绍，认识了某“寄

卖行”老板朱某、吴某，虽然对方说借

款 3万元，10天的利息要 8000元。 爽

快答应后，何华就一步步走入圈套。

第一步：对方让她签了个合同，

合同金额 8 万， 约定每天违约金

20%， 但何华实际到手只有 3 万元。

另外 5万分别是中介费、 保证金、家

访费 （就是中介上门查看是否真的

有还款能力的交通费）等。

第二步：何华违约。 由于晚了几

天没有归还 8 万元欠款， 按照每天

20%的“违约金”约定，何华需要还好

几万的违约金，加上本金，她欠的钱

一下子增加到了十几万。

第三步：重叠借款。同年 9月，为

了偿还之前的“违约金” ，她在中介

的介绍下，又先后向朱某等人借款，

这样她欠朱某的钱越来越多， 到最

后，每天要还 1万元。

面对催收， 她只好变卖了自己

的营业房、转卖安置房用来还债，共

得款 300余万元用于偿还部分欠款。

即便如此，还有近 500万元的欠款无

论如何已无法偿还。

“套路贷”涉黑

8月 11日，最高法院下发《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

贷案件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法院

应加大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

度， 严格区分民间借贷行为与诈骗

等犯罪行为， 严守法定利率的司法

红线。 这一通知对“套路贷”诈骗等

新型犯罪行为提出了审理思路：应

予以刑事打击。

此外，“套路贷” 往往和黑社会

性质组织联系在一起。

今年，9 月 26 日，天津市红桥区

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穆嘉等 32人

组织、 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案。 该案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

以来， 全国首例开庭审理的 “套路

贷”涉黑案。

该组织在审查借款资格时，就

为暴力催收做准备， 提前了解被害

人的资产状况和家庭情况。 在催收

时，采用拘禁、殴打、挟持、威胁、体

罚、侮辱被害人或者滋扰、威胁其亲

属等手段。

红桥法院依法对被告人穆嘉以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抢劫

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

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四年，

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 每日经济新闻

母亲生前借出钱

如今对方不还我

读者： 我父亲于 2007 年病

故， 母亲于 2016 年 12 月 27 日因

病去逝。在这期间，我母亲并无再

婚，育有一儿一女(我哥和我)。 她

生前借了 12 万元给别人，且有借

条。当初该借款人承认此事，并答

应之后会还钱给我哥和我每人各

6 万，可现在只还了我哥的 6 万，

我的却不还。请问这种情况下，我

该如何维权？

贵州宏贯律师事务所魏吉凤

律师解答：根据《继承法》第三条

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

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

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

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

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

(五) 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

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

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

财产。

你母亲对他人享有的债权，应

为上述其他合法财产， 理应由兄妹

二人继承。 现在该债务人不履行部

分还款义务， 你们兄妹二人有权向

法院起诉， 要求债务人履行还款义

务。

被人打伤之后

获赔不足咋办

读者：我在工地上干活时与其

他施工队发生争执， 被对方打伤，

导致我的脸部缝了 27 针。 我现在

要求对方赔偿，但对方只赔偿我医

药费和误工费， 其他的不赔偿，请

问我现在要怎样才能得到对方的

赔偿金？

贵州宏贯律师事务所魏吉凤律

师解答：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六

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

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

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

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

疾的， 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

费和残疾赔偿金。 ”

现在你认为对方对你赔偿不

足，协商不成的情况下，你可以到法

院起诉对方。

本报记者 王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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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问答” 栏目接受读者法

律咨询，及时反映市民的法律需求。

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疑问或者难

题，请发送到微信公众号“贵阳晚

报黔生活”（微信号：gywbysh），或

写信到贵阳市中山东路 25 号 《贵

阳晚报》“法与我们” 栏目收 （邮

编：550002）。

扫描二维码，关注“贵阳晚报

黔生活” 微信公众号，有法律问题

随时问。

法律问答

“贵阳

晚 报 黔 生

活”二维码

这些套路钱 千万借不得

因为你借他们钱，他们会抢走你的房

以案说法

近日， 济南市章丘区检察院刑事

检察部在办理一起危险驾驶案中深挖

监督线索， 以危险驾驶罪追诉章丘区

首例危险驾驶案共犯，该案现已判决。

今年 6月，济南市公安局章丘区

分局将被告人潘某某涉嫌危险驾驶

案移送章丘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

部审查起诉。

经办案检察官审查，认定如下事

实：2017 年 4 月 21 日 1 时许， 潘某

某与马某某共同饮酒后，马某某在明

知潘某某饮酒情况下仍将自己的车

辆交由潘某某 （载马某某) 上路行

驶，潘某某驾车行驶至省道 244章丘

段 6 公里 700 米时与对行的重型半

挂牵引车发生事故。 经鉴定：潘某某

静 脉 血 中 乙 醇 成 分 含 量 为

93mg/100ml。

章丘区刑事检察部门经过细致

审查，结合刑法中共同犯罪的相关规

定，认为马某某在明知潘某某饮酒的

情况下，仍将其所有的机动车交予潘

某某在道路上行驶，已然构成潘某某

危险驾驶的共犯，故要求侦查机关补

充移送起诉马某某。 侦查机关于

2018年 7月 5日补充移送起诉。

章丘区检察院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对被告人潘某某、 马某某以危

险驾驶罪依法提起公诉。 章丘区人

民法院于 2018 年 10 月 9 日以危险

驾驶罪判处潘某某拘役一个月零十

五日，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二千元，以危险驾驶罪判处马某某拘

役一个月，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一千元。

检察官提醒

即使自己喝了酒没开车，但是把

自己的车交给其他喝过酒的人来开

就构成了危险驾驶罪的共犯。 下面

两种情况也会构成危险驾驶共同犯

罪，请大家注意：

1. 车辆所有人明知借车人已经

醉酒且要求驾驶机动时，仍将车辆出

借给借用人的行为。

2. 行为人明知驾驶员饮酒，教

唆、胁迫或者命令驾驶员驾驶机动车

的行为。

最后提醒大家， 车辆驾驶人血液

中的酒精含量大于 20mg/100ml 就是

酒后驾驶了， 而大于或者等于

80mg/100ml就是醉驾了，即危险驾驶。

对于非营运机动车驾驶员来说，

酒后驾驶机动车会面临罚款 1000 至

2000 元、记 12 分并暂扣驾照 6 个月

的处罚。 而醉驾则会直接吊销驾照，

并且五年之内不得重新获得驾照。

危险驾驶罪

危险驾驶罪是指在道路上驾驶

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醉酒

驾驶机动车的；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

客运输，严重超过定额乘员载客，或

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违反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

学品，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第八条、

《刑法》 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规定：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 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处拘役（一个月以上六个月

以下），并处罚金：(一)追逐竞驶，情节

恶劣的；(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驾驶

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

于 80mg/100ml）；(三) 从事校车业务

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

客， 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

(四)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

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款第

三项、第四项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

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 同时构成其他犯

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黔微普法”微信公众号

喝酒没开车 却被判危险驾驶罪

法院：将机动车交予喝过酒的人开，构成该罪的共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