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师解答】

笔者认为，韩某与邱某的行为虽具有一定的
欺诈性，但正是其二人秘密窃取财物，隐匿犯罪
的表现，两人构成盗窃罪。理由为：

一、两人不构成侵占罪。
侵占罪是将他人交由自己代为保管的财物

非法占为己有，拒不交还的行为。行为人占有他
人的财物必须通过正当、善意、合法的手段。这
是构成本罪的重要前提，也是本罪区别于其他犯
罪的重要特征。反之，如果不是通过正当、善意、
合法的手段持有该财物即持有该财物具有非法
性，则不能构成本罪。本案中，售货员并未将金
手镯交给韩、邱两人保管，只是暂时交给他们选
择手镯款式，同时，此两人的主观意愿是要“偷手
镯”，并编造“买手镯”的事实取得售货员的信任，
才持有了金手镯，不符合侵占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二、本案的焦点在于区分是诈骗还是盗窃罪。
盗窃罪与诈骗罪均是侵犯财产性犯罪，且均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依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
六条之规定，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
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
财产的行为。换言之，诈骗所取得的财物是行为
人“欺诈”而来的，行为人必须用虚构的事实或隐
瞒真相，让对方陷于错误认识，并基于这种错误认
识而处分所支配的财物。财产处分包括处分行为
与处分意识，处分财产表现为直接交付财产，或者
承诺行为人取得财产，或者承诺转移财产性利
益。本案中韩某与邱某虽然虚构了“欲购买金手
镯”的事实，从而取得了售货员的信任，但售货员

（或店主）并没有基于此而自愿处分其财产，售货
员交给韩、邱两人金手镯仅是供他们选购、鉴别，
并非处分行为，此时售货员仍然在财物的旁边，掌
握着金手镯的控制权，韩、邱两人持有金手镯之时
也没有取得该手镯的支配权，因此，韩、邱二人“以
假换真”占有金手镯的行为，完全违背了售货员的
处分意愿。从此角度而言，韩、邱两人的行为不符
合诈骗罪的客观条件，不构成诈骗罪。

本案中，韩、邱两人假借“买金手镯”，通过韩
某的掩护，邱某“偷梁换柱”，在售货员不知情的情
况下，将金手镯带离商场，虽然在窃取之时采取了
一定的欺骗性手段，但没有达到让售货员基于认
识错误而处分财产的程度，欺诈仅是两人掩盖盗
窃事实的手段和方法，售货员在“款式不合意”被
推托时，并没有同意韩、邱两人将手镯带走，两人
占有金手镯完全是乘售货员不备，秘密窃取的结
果，完全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因此，应定
性为盗窃罪。 （李军成律师）

法律咨询

1414 E-mail:hnfzbls@E-mail:hnfzbls@163163.com.comHENAN LEGAL DAILY
法治服务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李 艳艳 校对校对 王晓林王晓林

2014/06/04

律师随笔律师随笔

我初入律师行业的时候，认为离婚案
件是较容易处理和上手的案件。如今，多
年的实践证明，这种认识是有偏差的。

离婚案件的原、被告双方是夫妻，是反
目的夫妻。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感情冲
突十分强烈。女方作为原告的时候，总有
要在经济上补偿自己身心伤害的冲动。
但是，这种希求很难得到法律的认可，随
之而来的往往是抱怨。律师要不断地安
慰其情绪。离婚案件中，男方不配合、不
到庭、不同意离婚的比例超出我的预期。

离婚案件的难点在于：首先，周期

长。一方有不同意离婚或不到庭的情况，
法官轻易不会判决离婚。按照现行法律
规定，要在六个月后再次提起诉讼，表明
原告方坚持离婚的态度。两次起诉并开
庭就可能把一起离婚案子从年头办到年
尾。其次，离婚案件中涉及的财产除了房
产外，债权、债务等很难有书面证据。电
话录音作为证据在庭审中出现的比例很
高。所以，作为律师有提醒委托人防止未
离婚配偶通过电话录音取证的必要。再
次，离婚案件中的证人肯定是家庭成员，
证人证言的采信度不高。作为律师，除此

之外无证可举，也属无奈。
律师应该清楚地明白，无论离婚案件

中的当事人闹到什么程度，他们的利益关
系、亲密程度都高于律师。律师只是局外
人，只能指导当事人顺利地通过诉讼程
序，但不能替其作决定。有的个案中，律
师陪着当事人好不容易把婚离掉了，刚一
回头人家又复婚了。所以，律师在办理离
婚案件中，要时刻提醒自己要“拎得清”。

综上，律师在接受离婚案件时，要充分
考虑可能耗费的时间成本。

（赵欣律师）

办理离婚案必须“拎得清”

陈先生来电：
2013 年 2 月份，韩某

与其女朋友邱某因赌博
欠下高利贷，被债主逼迫
得紧，两人便商议通过偷
梁换柱来攒钱。两人来
到一金银首饰店，由韩某
负责与售货员交涉，假称
其 女 友 要 选 购 白 金 手
镯。邱某站在韩某旁边，
接过售货员取出的金手
镯，假装挑选手镯的款
式，趁售货员忙于与韩某
商谈之机，在韩某的掩饰
下，将事先准备好的假手
镯与售货员取出的白金
手镯调换。随后，两人便
以款式不合意为由推托
不买，并携带两个白金手
镯逃离现场。当日晚上，
两人又以同样的手段在
另一金店“换”得金手镯
一个。经鉴定，3 个金手
镯价值人民币 26827 元。
请问，韩某和邱某的行为
构成侵占罪还是盗窃罪？

专长律师（民商法方向）

白之一律师18637157570
吴岩岩律师13803849675
王 啸律师13298189018
张鹏翔律师13525583593
齐爱利律师13838062152
马社论律师13937177998

法律援助律师团

河南中豫律师事务所
河南中豫律师事务所以“证据为先、

法律必胜”为执业理念，运用一切合法手
段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竭诚为境内
外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该所拥有高素
质的法律专业人才和科学完善的管理机
制，得到顾问单位和客户的一致推崇。
该所曾多次参与法律援助活动。

电话：0371-65669078 69350321

律师库

网络人气排行

刘士杰律师13483924595
冯战波律师13081023228
梁会朝律师15032738288
李水全律师15032036955
刘明芳律师 15194577899
许县委律师 13937219028
李 剑律师 13603448187
刘建辉律师 18639674072

电话：13526430555

河南良仁律师
事务所律师。擅长房
产纠纷、知识产权、工
程建筑、人身损害、婚
姻家庭等法律事务。

刘国山

首
席
律
师

电话：13525420686

河南明耀律师
事务所律师。擅长民
商事代理、刑事辩护、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房产纠纷等法律事务。

翟灿民

以欺诈手段“偷梁换柱”

法律服务 医 疗 治皮肤顽癣好付款
13373937377
专家医院纯中药治疗

148
元

招 商

联办儿童玩具厂
本产品系新型儿童玩具，新颖奇特，45
变；产品供不应求。我方免费供应原
料，免费培训技术，提供设备，承担运输
和税收，上门收货，统一包装，每个加工
费2.5元，每人日获利100-130元，签
合同，交合作费780元,完成五千个产品
此款退回。组织十人加工，我方每月另
付管理费6000元，并预付加工费60%。

地址：洛阳市行政学院2号楼518室玩具部
洛阳站坐6路到市委党校下车

13608657606 0379-64873096（文老师）
15515555574
闪电清债 声明公告

诚信要账
专业快速、事成收费

18538081119

本栏目工作人员：朱顺玲 吕新景 田秀娥 只需一个电话，均可上门办理
上门服务热线：0371-65526666 65978789 地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院

最 新 活 动
大于3×3.8cm，包月每块500元1×3.8cm，包月每块400元

声明公告:1×3.8cm单次收费400元 其他栏目广告包月 200 元

只需一个电话，均可上门办理依此类推，单次信息做五送一
综合分类
周一至周五天天出刊 覆盖全省

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网址：www.hnfzb.com

全国通用 全国联网 可查可验
轻松拿驾照

手机：13647095138 QQ：36364989

招 生

捕鱼机捕猎机
激光诱捕机：声诱吸引，不用拉线，
可捕多种动物，2千米750元、3千米
1250元，5千米2350元。
超声波捕鱼机：可捕水中一切鱼
类，浮鱼范围深宽：25米680元、70
米 1530元、120米 2530元。来人
购机可到野外大山水库实地试捕。
将地址、姓名发送到13929724088
即可免费寄资料及现场捕捉光碟供
你参考。（诚招各县市代理商）

电话：0668-6623618 13929724088
网址：www.haifeng128.com（本广告长期有效）

广东省茂名市海丰电子厂 联系人：李达明

多彩启蒙环一触即变，变化多端，五彩
缤纷。手工生产，供设备，免费供原
料，承担运费及税收，现金结算。每人
日利润 100-120元左右，每个加工费
2.5元。签订合同时交技术使用费750
元，完成5000个后退回。每月完成数
量后，我方另付6000元的管理费。

免费供料联营合作

电话：0371-25960069/15537861135
地址：开封市科技局楼2号楼122室
乘车路线：开封火车站乘4路到汴京公园下车即到

招 聘

集装箱船员80名，55岁以下体健，年薪
15-25万，带薪年休三个月，签合同办保险，包
吃住，免费办证即上岗。电话025-85509006

南京吉泰船舶急招

●河南上榜广告有限公司开户许
可证丢失，核准号：J491000401
5104，账号：67076200154800
001962，声明作废。
●郑州裕健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100100013340声明作废。

敬告：本栏目信息所有手续都严格进
行审查，但不敢保证每条信息的真实性，
所有信息只作为双方交流平台，客户交易
前请审验相关证明文件和手续，签订有效
的法律合同，本报刊登内容不作为承担法
律责任的依据。个人征婚栏目内信息，双
方请自行审验相关证件，未确定合法关系
前，不要有任何经济来往和感情纠葛。因
本栏目信息导致的一切纠纷自行负责。

军测老军医杨玉峰主任，独创
“溶石排石专药”主治：肝、胆、
肾各种结石，胆囊息肉、囊肿。
疗效确切，以B超为证。

地址：乘1、T5、K9、38、59、63、221、216、321、
K963到郑州测绘学院下车，门诊部二楼结石科。

电话：0371-67930038 网址：yyf120.net

结石

●郑州市泰泽软件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即日起解散郑州市
泰泽软件有限公司（注册号：
410105000188024 ）郑州市
泰泽软件有限公司已成立清算
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接
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司
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男性不育症临床表现为副性征不典型及房事频繁使男性功能障碍，阴茎
短小，小睾丸，不育症，常伴有肝肾虚亏，头昏脑涨，记忆力差，失眠多梦，出虚
汗，脱发，尿频，耳鸣；因小睾丸，小阴茎致使睾酮不足，内分泌失调，精少活力
弱致男性不育或喉结扁平，无胡须，骨骼肌肉不发达，视力下降，嗅觉减弱，乳
腺发育，缺少男子汉气魄。对各种原因引起的阳痿早泄，前列腺炎。杨主任用
获国家发明专利号：00115984.4 系列药方，使你尽快恢复自信。

男性生殖腺发育不良症

电话：0371-66341566 13603714806 地址：郑州市东明南路48号郑州欣奕中医院

注销公告

●西华县恒昌顺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定，拟向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
于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他俩的行为犯了啥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