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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车被“套牌”

陌生“兄弟”借钱

结局让人啼笑皆非

两千元打了水漂

宣汉县的何女士和丈夫一起购买
了一辆货车经营。在经营过程中，一次
偶然机会让他们发现了“李鬼”车，于
是报了警。可是结局却让人啼笑皆非。
2018 年 3 月，何女士和丈夫通过
达州市明盛运业有限公司从原车主吴
先生手中购来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后，
便一直在宣汉县城营运。去年 8 月底，
一位普光镇的朋友打来电话告诉夫妻
俩，说在镇上看见了他们的货车。经调
查核实， 他们得知这辆货车已有四年
没有年审。何女士夫妻俩坚信，这辆货
车是套牌车，并报警。交警将对方的货
车暂扣，比对后发现，两辆车不论是外
观、车牌，还是车架号，都是一模一样。
经过专业鉴定后， 何女士的车才是套
牌车。
何女士表示，当时购车时签订了
车辆买卖协议，货车的保险也是正常
购买，年检也按正规程序审理。 这一
切的责任及后果应当由达州市明盛

运业有限公司和前车主吴先生来承
担。 记者与前车主吴先生取得了联
系。 他表示，这个车经历了多次转手，
他接手开了半年又转手了，并不知道
是套牌车。
何女士的车被交警部门暂扣，不
能正常营运， 他们一家也就失去了主
要经济来源。 一筹莫展的夫妻俩只好
将达州市明盛运业有限公司和前车主
吴先生告上法庭。 法院在开庭审理此
案后，却因“该车辆的违法行为造成的
后果尚未明确而无法确定， 应待有关
机关作出处理后再向人民法院主张权
利”为裁定结果，驳回了起诉。
对此， 达州市明盛运业有限公司
的法律顾问表示，现在这个所谓“套牌
车”年年都是通过交警安检审理合格，
也在交相关费用。 要求交警查套牌车
的来源，可一直没有明确答复，现在也
等待交警给一个明确答复。
（姜美丞 李刚）

两年前， 达城市民周先生遇
陌生男子向他求助， 不但开车将
对方送回了家， 还借给对方 2000
元钱，结果遭遇骗局。
2017 年 5 月底的一天， 周先
生在达城街头驾车回家途中，一
位陌生人突然拦下他的车。 这名
陌生男子自称是搞工程的， 身份
证丢失，钱包被人偷了，希望将他
送到宣汉去。 本着一番好心，周先
生把对方送回宣汉， 一路上两人
称兄道弟，相谈愉快。 后来连续几
天，这位街头认识的陌生“兄弟”
来到达州， 都让周先生开车送他
回宣汉，中途请他吃了几顿饭，还
认识了一两位新朋友。 淳朴善良
的周先生开心之余， 却没想到之
后会发生这样一件事。
周先生告诉记者， 对方给他
打电话借 2000 元救急。 周先生要
求对方提供身份证， 但对方说身

2010 年 11 月 2 日，经熟人介绍，李娟找到肖菊，称有门路可以让她的儿子成
为电力公司的正式员工。 两人约好，肖菊先给李娟 5 万元，办成之后再给 5 万元，如
办不成全数返还。 2010 年 11 月 6 日，肖菊通过银行向李娟汇款 5 万元。 几个月后，
事情没有成功，肖菊多次向李娟催要那 5 万元，但李娟却以各种借口为由一直没有
返还， 于是肖菊一纸诉状将李娟告上法院， 请求法院判令李娟返还 50000 元及利
息，并承担诉讼费用。

法治
园地
花钱托人求职 不靠谱

委托合同未履行 所得财产应返还
庭审时，李娟辩称，自己只是中间帮忙传递消
息，实际上操办事情的人叫王芸，在收到肖菊汇款
的第二天，她就将该笔钱汇到王芸账户上，对之后
的事情发展一概不知， 要求法院追加王芸为被告
参加诉讼以便查明事实， 并提供 2010 年 11 月 7
日银行转账单作为证据。肖菊质证称，对银行转账
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但它仅能证明李娟存在向
王芸汇款五万元的行为， 不能证明李娟因何原因
汇款，更不能证明王芸与本案有关。
法院经审查， 认为李娟和肖菊双方构成委托
合同关系， 因受托人李娟不能完成委托人肖菊所
委托的事项，依据公平原则，李娟所收取肖菊的款
项应予以返还。 李娟辩称将收取肖菊的款项给付
了王芸，这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不予
采信。 最终， 法院对肖菊要求李娟返还 5 万的诉
讼、承担诉讼费用的请求予以支持，肖菊要求李娟
支付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

委托违法属无效 所得财产也要还
李娟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并称：一、不能

因为肖菊向李娟汇款 5 万元就简单认定双方存在
委托关系。二、肖菊试图通过王芸以高价找关系的
方式来实现子女就业的这一行为违背公序良俗，
不受法律保护。 三、李娟将 5 万元转给王芸，应追
加王芸为被告以查明案件事实。 因此一审判决认
定事实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请求中级法院驳回肖
菊的起诉。被上诉人肖菊答辩称，她一直和李娟联
系，在一审法院开庭以前李娟从未提到过王芸，李
娟要求追加王芸为被告于法无据， 请中级人民法
院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审理后， 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
明的事实基本一致。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肖菊向李
娟汇款 5 万元委托李娟为其子办理就业事宜，双
方形成口头委托合同关系。 李娟述称向案外人王
芸汇款 5 万元，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其述称
应追加王芸为被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但是李
娟不具备从事职业介绍的资质， 其未经批准从事
职业介绍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按照《合
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规定，肖菊与李娟之间

份证丢失。 周先生觉得，
“兄弟”有
困难，借点钱也是理所应当，便通
过银行给他打款 2000 元。 多天以
后，周先生想到还钱的事，就给对
方打电话，可对方一推再推。
在接下来半年多时间里，周
先生和对方失去联系。 周先生手
里除了一张汇款凭条和手机里的
两张照片之外，只知道对方姓杨，
自称叫杨训海。 经过仔细回忆，周
先生想起对方曾带他到宣汉桃花
乡见过一位姓向的朋友。 周先生
几经周折找到向先生， 然而对方
回答，他与杨训海在牌桌上认识，
并不熟悉，也找他借过钱。
后来， 经过熟人之间辗转打
听， 周先生终于得到杨训海新的
电话号码，并与对方取得联系。 但
对方承诺月底还钱， 可到了约定
还钱时间， 周先生依然没有收到
（魏磊 王珂）
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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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头委托合同无效。《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
“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 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
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
当折价补偿。 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
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
的责任。 ”因此，李娟收取的 5 万元应予返还。
最终，二审法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
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 判决撤销一审民事判决；
李娟于二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被上诉人肖菊
50000 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上诉人李娟承
担。 （文中人名为化名）
律师提醒： 遇到什么事首先想到的是找熟人
托关系，人们通过这种关系，往往想得到超越规则
之外的利益。这种私人关系越强大，对整个社会的
公平正义的危害也越大， 有时甚至会沦为刑事犯
罪的媒介和温床，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
人与人的交往要依赖于法律和契约， 并通过规则
和制度建立起彼此信任的关系。我们需要人情，但
这种关系和人情绝不能超越法律的边界与底线。
（施法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