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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专家!

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

执行所长 王薛红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任海涛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张武举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检察院

检察官 李虎俊

北京潮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郑传锴

门诊问题!

对非法彩票市场如何规制
.

工作中因交通事故死亡
可否获得“双赔”

!

赖国东 曾春华

林某妻子在某客运公司从

事售票工作!工作中不幸因交通

事故死亡"事故双方达成赔偿协

议! 肇事方一次性赔偿丧葬费#

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各类

费用"

由于客运公司没有为林某

妻子办理工伤保险!林某要求客

运公司保障工伤保险待遇!即支

付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费

及工亡补助金"客运公司以林某

已经获得肇事方交通事故赔偿

为由拒绝支付"

林某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申请仲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裁决由客运公司向林某支付

工伤保险费用!客运公司不服裁

定提起诉讼"法院判令客运公司

向林某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和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对林某关于

丧葬补助金的请求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下称 "解释#$第

!"

条规定! 依法应当参加工伤

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

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

者或者其近亲属向法院起诉请

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的!告知其按国务院$工伤保险

条例%的规定处理"因用人单位以

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

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法院应予

支持"可见!从性质上看!工伤保

险不同于商业保险!也不同于公

民参保的社会基本保险!其目的

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

害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

补偿"赔偿权利人向第三人主张

侵权赔偿!与其享受工伤保险待

遇可以并存! 两者存在互补关

系"

但是!赔偿权利人主张的相

同赔偿项目不能获得双份赔偿!

仅对不同赔偿项目享有赔偿权

利"根据$解释%第
!#

条至第
$!

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可以就医疗

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

宿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

营养费#残疾!死亡$赔偿金#精神

损害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残

疾辅助器具费#丧葬费等项目向

侵权人主张赔偿责任"而$工伤保

险条例%第
$%

条第
!

款规定&'职

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

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

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

性工亡补助金"( 两者在医疗费#

护理费#伙食补助费等项目上存

在竞合!竞合的项目不应'双赔(!

不同的项目应当'互补("

该案中!林某主张的丧葬补

助金#供养亲属抚恤费及工亡补

助金!除了丧葬补助金与已获赔

偿的丧葬费项目相同以外!另外

两项应当得到支持"由于客运公

司没有为林某妻子办理工伤保

险!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

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

支付费用!即客运公司应当向林

某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

性工亡补助金"

"作者单位! 江西省赣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江西省石城县人

民检察院%

惩处网络非法彩票难在哪
专家建议，建立网上网下协调机制，各部门合力破解办案难题

!

'方圆(杂志记者 沈寅飞

随着网络的风靡! 彩民网

上购买彩票不再是新鲜事儿 "

据彩票行业咨询公司彩通咨询

发布的 $

"&!'

年互联网彩票市

场分析报告% 显示!

"&!'

年我

国互联网彩票销售规模达
()&

亿

元 ! 比
"&!$

年销售规模翻番 !

占彩票销售市场整体份额首次

超过
"&*

" 然而 ! 网络上买卖

彩票行为未必是合法行为 "

"&!)

年! 财政部# 公安部# 工

商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

门联合发布公告! 坚决制止擅

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的行为!

严厉查处非法彩票"

随着一起起网络非法彩票

案件的发生! 如何给非法彩票

定性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题 !

有的受害者选择了忍气吞声 !

自认倒霉! 有的选择报警! 走

在司法求偿的路上"

网络非法彩票为何遭

遇取证难

在我国! 只有国家特许经

营机构发行的彩票才是合法

的"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张武举

告诉记者! 私自架设网站销售

虚假彩票属于网络赌博的一

种! 可能构成赌博罪" 这类案

件中 ! 公司和网站都是空壳 !

这些网站的所谓管理机构往往

伪装成网络科技公司! 公司章

程# 员工手册# 职能部门等一

应俱全! 所有资金往来也都是

通过中间的空壳公司绑定第三

方支付平台来完成"

大量非法彩票网站常常通

过技术手段变更网站地址! 将

服务器架设在境外等隐藏起来"

网络非法彩票的隐蔽性# 分散

性等特点给警方的打击行动造

成很大的障碍" 因为非法彩票

境内境外勾连 # 网上网下结

合 # 跨地区销售等趋势明显 !

侦查办案需要多警种参与! 往

返多地调查取证! 执法成本较

高! 这是当前打击非法彩票违

法犯罪活动的难点之一"

根据财政部制定的 $互联

网销售彩票管理暂行办法% 规

定! '未经财政部批准! 任何

单位不得开展互联网销售彩票

业务(" 而目前财政部并未批准

任何一家单位开展福利彩票互

联网销售业务! 任何形式的网

络销售福利彩票业务均属违规"

不过! 财政部# 民政部# 国家

体育总局等彩票监管部门在发

现网售彩票乱象之后虽多次发

文叫停! 都收效甚微"

在网站购买非法彩票! 一

旦网站故意清除购彩者资料 !

受害者能提供的只有银行转账

记录! 因为即使很多代理人口

中声称 '信誉比较好( 的网站!

也会堂而皇之地声明一些免责

条款" 如一家名为 '华人彩票(

网站的交易协定有这样的条款&

'平台网站资料损坏 # 资料丢

失# 访问异常等情况! 本平台

不承担任何责任" 如发生因开

奖机构引起的错误! 将采用开

奖机构修正并最终确认的结果"

本平台有权在上述事件发生时

即时终止资金交易! 并进行相

应订单修正处理"( 类似规定导

致办案机关难以获取相关证据"

在具体案件中! 很多网络非

法彩票受害者经多方咨询后 !

得到的结果只有一个 ! 就是

'报警(! 但是报警之后往往杳无

音讯" 一位经办过类似案件的

刑侦人员告诉记者! 这样的案

件需要网监# 银行等专业部门

协调配合! 花费大量人力物力

也可能找不到线索! 因此! 破获

难度非常大"

很多彩民在明知受骗后却

保持沉默! 这也是此类案件难

以查办的原因之一" 记者调查

发现! 有彩民因为担心自己被

警察认为是参与网上赌博而不

敢报警! 也有彩民觉得 '报了

警钱也找不回来(! 还有一些人

由于种种原因不敢声张"

如何定性仍存争议

对网络买卖非法彩票该如何

定性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

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赌博刑

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规定& '未经国家批

准擅自发行# 销售彩票! 构成

犯罪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

五条第 )四* 项的规定! 以非

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河南省灵

宝市检察院一份调研报告显示!

该院近年来以非法经营罪办理

'销售非法彩票( 案
!+

件
""

人!

其中
'

人被判处五年至八年不等

的有期徒刑! 其余
!(

人被判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

由于非法彩票的诱惑巨大而处

罚力度不大! 一些人仍秘密地

从事 '非法彩票( 买卖" 要彻

底取缔 '非法彩票(! 必须进一

步加大打击力度"

张武举认为! 对于非法彩

票网站经营者的定罪处罚! 关

键要看其发行彩票的方式方

法" 按照相关的司法解释! 非

法发行# 销售彩票行为破坏了

国家彩票经营秩序! 构成非法

经营罪" 但是! 发行彩票是广

义赌博行为的一种! 因此! 发

行# 销售非法彩票的行为! 可

能符合赌博罪的构成要件! 如

何适用非法经营罪与赌博罪取

决于证据等因素"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检察

院检察官李虎俊告诉记者! 对

于网络非法彩票的定性! 需要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主客观情节

来作出判断" 如果在经营过程

中开设非法彩票网站一开始就

以 '骗( 为主! 采用多种虚构

事实的方式占有他人钱财的 !

一般倾向于定诈骗罪+ 如果是

在具体经营过程中开设与网络

彩票相关的业务! 而后产生了

骗财的想法与行为! 则属于非

法经营罪" 另外! 如果经营者

对售彩业务进行出租# 发展多

级代理! 以拿回扣# 提成等方

式牟利的! 根据刑法相关规定!

以开设赌场罪论处" '非法经

营罪的立案标准是
)

万元! 情节

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 但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到

底是什么标准! 法律并没有明

确规定"( 李虎俊说"

张武举认为! 有些网络彩民

出于赌博的心理! 长期在网络非

法彩票网站购买彩票! 这种单纯

参与网络非法彩票中的 '赌博(

行为虽然在一般情况下没有构成

犯罪! 但也是一种违法行为! 而

如果像非法彩票代理那样! 组织

一批人参与其中并从中渔利的!

则可按照赌博罪论处"

对于日益高发的网络非法

彩票案件! 越来越多的学者呼

吁出台 '彩票法( 来惩治非法

彩票! 维护市场秩序"

如何治理网络售彩行为

近年来! 随着公安部 '断

链( 专项行动的深入开展! 公安

部门破获了多起网络非法彩票

案! 不仅抓获了非法彩票网站的

犯罪团伙! 还深入调查上下游的

犯罪! 彻底斩断这些非法彩票网

站在国内的人员链# 资金链# 技

术链"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任海涛认

为! 要从根本上治理非法彩票市

场! 需要完善与周边国家的协调机

制! 合力打击安置在国外的非法

彩票网站服务器! 同时对于 '庄

家( 积极开展引渡工作! 依法追

究其刑事责任" 此外! 网络运营

商# 银行# 公安等部门也应该加

强协作! 主动屏蔽非法彩票网站

及其广告信息! 监控异常资金流

向! 发现相关线索及时查处"

'其实 ! 对于网络非法彩

票! 彩民才是中间最重要的一

环" 彩民购买彩票本身就是一

种赌博! 政府难以对彩民个人

行为进行限制! 如果没有合理

的方式进行宣传和引导! 反而

会助长他们赌博的心理"( 北京

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

执行所长王薛红认为! 网络非

法彩票市场的出现也是供求矛

盾的体现& 一方面! 合法产业

供给不足" 另一方面! 老百姓

又有这方面的需求! 从而给了

非法彩票市场生存的空间"

普通彩民遭遇网络非法彩

票损失时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

益, 对此! 北京潮阳律师事务

所律师郑传锴认为! 彩民应及

时向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报案 !

在购买彩票时应留下屏幕截图

等相关支付证据" 李虎俊认为!

购买非法彩票被骗了要及时报

案! 因为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

法等相关法律都明确规定! 犯

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 !

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

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 应当及

时返还" 所以! 对于网络非法

销售彩票的行为! 无论定性为

非法经营或者诈骗! 所缴赃款

根据法律规定都会按照比例返

还给被害人"

任海涛认为! 彩民在不知情

的情况下购买网络非法彩票的!

应按比例偿还其受骗金额" 彩民

可以及时向扣押# 冻结犯罪嫌疑

人# 被告人财物的公安机关# 检

察院或法院申请返还"

兼职员工因工受伤，哪个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编辑同志!

我经甲公司同意!在乙公司兼

职!乙公司对此没有异议" 三个月

前!我在驾驶摩托车前往乙公司上

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花去
!!

万

元医疗费用!后来被鉴定为九级伤

残" 经交警部门认定!对方司机负

事故全部责任" 因甲#乙公司都没

有为我办理工伤保险!我无法享有

工伤待遇!我要求甲#乙公司赔偿"

但甲公司认为!我受伤是发生在前

往乙公司上班途中!自然应当由乙

公司赔偿"而乙公司认为! 甲公司

先与我建立劳动关系! 具有为我

办理工伤保险的义务! 乙公司作

为后来的用人单位没有对应义务"

请问! 我因工受伤! 哪个单位应

当担责,

读者 尚晓媛

尚晓媛读者!

应当由乙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一方面&甲'乙两家公司均具有为

你办理工伤保险的法定义务%国务

院颁布 "工伤保险条例( 第
"

条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

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

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

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

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

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

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的职

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

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的权利% +即只要存在劳动关系&用

人单位就必须为职工办理工伤保

险%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

,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
!

条规定得更加明确)*职工在两

个或两个以上用人单位同时就业

的&各用人单位应当分别为职工缴

纳工伤保险费% +鉴于你同时在甲'

乙公司就业& 分别存在劳动关系&

两家公司自然具有同时'分别为你

办理工伤保险的义务% 另一方面&

你有权向乙公司索要工伤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

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
$

条

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

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与

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建立劳动关

系&工伤事故发生时&职工为之工

作的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

单位//+正因为你是在前往乙公

司上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且交警

部门已经认定对方司机负事故的

全部责任& 你的情形当属工伤&这

意味着乙公司系*承担工伤保险责

任的单位+& 在其没有为你办理工

伤保险的情况下&应根据.工伤保

险条例(第
+"

条第
"

款的规定担责&

即*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

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

位职工发生工伤的& 由该用人单

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

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本报法律组

实习期内驾驶员肇事
保险公司能拒赔吗

!

周玉文 王超才

金某是一名个体运输户!某

日! 因故其不能为客户送货!便

电话联系张甲帮其跑一趟"张甲

说抽不开身!但其儿子张乙三个

月前取得了驾驶证! 可以去"金

某表示同意"于是!张乙开着金

某载重
!)

吨的重型半挂车上路

了"不料!在路上与李某驾驶的

一辆小型货车相撞! 李某受伤#

小货车严重损坏"交警认定张乙

负事故主要责任!李某负事故次

要责任"

经交警部门调解!金某应赔

偿李某
$","

万元"金某按调解协

议向李某支付了全部赔偿款后!

要求其投保的某保险公司支付

交强险
!","

万元!在其投保的
)&

万元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

内支付赔偿款
"&

万元"但保险公

司以双方签订的格式合同中有

'驾驶人在实习期内驾驶的机动

车不得牵引挂车(的免责条款为

由!仅同意支付交强险部分的赔

偿款
!","

万元"金某认为该项内

容在其投保时保险公司没有提

示!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判决支持了金某要求

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

!","

万元的诉讼请求! 驳回了

在
)&

万元商业第三者责任保

险范围内支付
"&

万元的诉讼

请求"

虽然根据保险法第
!#

条

第
"

款的规定&'对保险合同中

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保险

人--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

的 ! 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 但

是! 格式条款中 '驾驶人在实

习期内驾驶的机动车不得牵引

挂车( 这一内容是法律所作的

强制性规定 " 国务院发布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

""

条第
"

款规定&'机动车驾驶

人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后的

!"

个月为实习期 "( 第
$

款规

定& '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

内不得驾驶公共汽车# 营运客

车或者执行任务的警车# 消防

车# 救护车# 工程救险车以及

载有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

品#剧毒或者放射性等危险物品

的机动车+驾驶的机动车不得牵

引挂车"(由此可知!任何一名取

得驾驶资格的人员!都应当知道

'实习期内驾驶的机动车不得牵

引挂车("所以!虽然保险公司在

原告金某投保时没有提示该免

责条款!但由于该条款是法律强

制性规定!因此!可以认定这项

内容属于投保人明确知晓的!保

险公司有权据此不予赔偿"

"作者单位! 福建省武夷山

市武夷学院&黑龙江省鸡东县人

民法院%

任海涛

张武举

李虎俊

郑传锴

在真山县! 酒桌才是商谈

大事的场所# 拉近友谊的桥梁!

大家平时的口头禅就是! '晚

上去哪坐坐,( '改天请请你(

之类的"

当然! 程自远的表现还震

服了眼前这个美女律师柳芳雅"

程自远此刻没有了法庭上雄辩

滔滔和镇静若定! 虽然他内心

是自信的" 人就是这样! 有时

会是一个自信和自卑的综合体!

自信有自信的理由! 自卑有自

卑的来源" 两个人交谈了一会

儿! 柳芳雅非常大方地提出要

请他出去吃饭! 顺便 '好好请

教一下! 以后多多关照(! 看见

程自远略有迟疑 ! 就笑说 !

'知道你忙! 要不也不会跑那么

快, 我说的是改天"(

程自远回到检察院 ! 还一

直在想着这天发生的事! 连门

卫小吴让他帮忙买饭也给忘了!

只好说& '要不跟我到楼上吃

泡面吧"( 回到宿舍! 他吃了泡

面 ! 决定不去办公室加班了 !

随手翻开一本书! 又看不进去"

躺在床上! 也睡不着! 反复想

着这些事"

进入九月! 几场秋雨过后!

天气开始转凉" 路边的槐树缤

纷多彩起来! 枯黄色# 柔白色#

明褐色# 浅棕色的叶子斑斓地

雄踞在秋日的街头" 太阳光不

似夏日那么耀眼# 热烈! 高温

天气渐行渐远! 取而代之的是

舒适宜人的温度 " 回到宿舍 !

不再急着脱去长衣长裤! 匆匆

换上短裤背心! 不再急着脱去

袜子 ! 穿上拖鞋 " 打开窗户 !

天高云淡! 风轻日远" 附近的

两三所中小学先后开学! 上下

学的钟点! 接送孩子的家长驾

着各色各式的汽车# 电动汽车#

三轮车# 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

自行车常常将道路堵得水泄不

通! 卖早点# 卖烤红薯# 卖炒

栗子# 卖煮玉米# 卖烧烤炸涮

的小车# 小摊迅速占领学校附

近路口的有限空地! 塞满了各

个边边角角! 文具店和书店也

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附近的几

幢在建楼房不断增高! 有的刚

刚竣工! 又有新的项目开始动

工! 各式各样的卖房标语和租

房广告悬挂在家长等孩子的区

域" 屠宰路上的啤酒摊# 烧烤

摊越来越少! 悬挂待宰的羔羊

已不多见! 摇着大扇子# 将烤

炉上的混着肉香的浓烟扇来扇

去# 大声吆喝的光膀子大汉逐

渐从街头消失" 比季节换得更

快的是案子! 程自远把黑社会

性质的团伙案退回公安补充侦

查! 又被其他案子围过来" 在

早晨和晚上! 他还常到外面走

一走! 每走到屠宰路上他和柳

芳雅相撞的街口! 他总是不由

自主地停下来! 往她跑出来的

巷子里看上几眼! 当然没有一

次看见她" 他们倒是互相留了

电话! 不过由于各自繁忙也没

有打过几回! 所谈论的不过是

法律# 犯罪# 罪名等"

这天晚上! 反贪局的杨华

值夜班! 和程自远看了会儿电

视! 聊了会儿天! 又给政治处

的董强和案管办的曾一海打了

电话" 不一会儿! 二人一个掂

酒# 一个提菜走进值班室" 这

几个同一批考进真山县检察院

的同事兼好友又聚到了一块儿!

豪饮欢聊起来 " 没多长时间 !

几个人腮红面赤! 酒气熏天"

'哥几个 !( 曾一海说道 !

'我下个月结婚! 就要告别单身

了"(

他们四个中! 杨华和董强

已于前两年陆续结婚! 今年都

晋升了一辈! 当上了爸爸" 眼

下! 就程自远还单着呢" 看到

他黯然无语 ! 只顾自斟自饮 !

董强安慰道! '兄弟! 你也不

要着急! 迟早的事" 单身有单

身的快乐 ! 婚后有婚后的烦

恼"(

'尤其是有了小孩儿后! 家

里事务一大堆" 老婆吵# 孩子

闹! 不瞒你说! 有时候我走到

门口! 心里就犯憷"( 杨华说"

'算了吧! 你们是身在福中

不知福"(

'福, 生完孩子老婆是发了

福" 可你看我! 瘦得都快脱了

相" 每天晚上给孩子喂奶# 倒

水 ! 昏昏沉沉的 ! 睁不开眼 !

困得难受" 两个人都累! 经常

吵 " 以前 ! 我最不愿意值班 !

现在可盼着值班呢" 我俩都不

愿意看孩子! 每天就琢磨着找

个什么理由到外边干点事" 我

老婆特别积极地去买东西! 可

每次都漏掉一两件! 以便第二

天再去"(

'而且! 有了小孩儿! 花销

可大了去了! 我正发愁上哪弄

点钱呢"(

'谁 不 缺 钱 , ( 杨 华 说 !

'我老婆喜欢购物! 不是商场就

是网淘 ! 大件小件往家里买 "

就指着我老婆这个精神! 咱们

国家经济肯定兴旺发达" 可我

家怕要困难了" 人家要问起来!

你家的致贫原因是什么! 别人

可以说生病# 灾难! 可我们倒

好! 因为网购致贫"(

连载"五%

本栏目由文艺副刊部主办

编辑 李红笛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

制或转载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爱情笔录

中
篇
小
说

杜
建
平

著

大龄青年$单身检察官程自远偶然邂逅出身富豪家

庭的美女律师柳芳雅&开启了一段艰难而起伏的爱情之

旅)爱情的考验$工作的挫折$办案的压力以及邪恶的报

复**面对工作+生活和爱情上的重重困难&程自远何

去何从,这到底是跨越阶层的纯美爱情&还是精心设计

的一场骗局,真相有待揭晓&漫漫长路在脚下延伸**

王薛红

专家观点!

"

目前财政部并未批准任何一家单位开
展福利彩票互联网销售业务。

"

发行、销售非法彩票的行为，既可能
构成非法经营罪，也可能构成赌博
罪，如何适用取决于证据等因素。

"

有些彩民单纯参与网络非法彩票中
的“赌博”行为并没有构成犯罪，但如
果组织一批人参与并从中渔利的，可
按照赌博罪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