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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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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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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午!郑州市民

李先生和朋友一起在外面吃饭!这本是

很平常的事!但他没想到!这次吃饭竟

给他带来几万元的损失"李先生和朋友

吃饭的饭店是位于郑州市东风路与政

七路交叉口处的一家烩面馆! 当天!他

们在该饭店二楼吃饭" 吃饭时!李先生

将西装上衣脱下!随手搭在椅子的靠背

上"

&'

时许!李先生愉快地吃完饭后!

却发现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情!在他西

装左边口袋里的钱包不翼而飞"

李先生的钱包里装有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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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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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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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还有两张

股东卡#一张中国银行信用卡#身份证等

物品" 由于他的中国银行信用卡未设密

码! 他的信用卡被透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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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当日
&+

时
'"

分许!李先生报案!警方立

案" 目前!该案尚未侦破"

李先生通过查询发现!丢失钱包的

当天!他的信用卡其中有两笔消费记录

共计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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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商户是郑州黄金海岸

电子有限公司$简称黄金海岸公司%" 李

先生认为!黄金海岸公司作为其信用卡

特约商户!在受理业务时须核对&卡面拼

音姓名'#&卡背面预留签名'#&刷卡单据

签名'三者是否一致!三者不一致或卡背

面没有预留签名!收银员可以拒绝受理"

而黄金海岸公司在签购单上的签名明显

与信用卡签名不一致的情况下!却完成

结算业务!违反了操作规程!致使其被透

支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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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对于自己的损失!李

先生认为黄金海岸公司应当赔偿" 李先

生遂将黄金海岸公司诉至郑州市金水区

人民法院!要求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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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庭审时! 黄金海岸公司辩称!

李先生信用卡丢失! 是保管不善所致!

且李先生在信用卡丢失后未及时报案!

导致了他的损失"黄金海岸公司认为自

己已经履行了核对审查信息义务!主观

上无侵权故意! 客观上未实施侵权行

为!故李先生的损失与公司行为之间没

有任何因果关系"黄金海岸公司请求驳

回李先生的诉讼请求"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损害国家的# 集体的或者他人财产的!

应当恢复原状或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

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赔偿

损失"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也存在过错

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 黄金

海岸公司在受理银行卡业务时无证据

证明其已尽到谨慎审核义务!现李先生

信用卡被他人透支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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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黄金

海岸公司对李先生的该损失具有过错!

应承担部分民事责任" 同时!李先生对

自身财产保管不善!且在其信用卡丢失

后未及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如及时报

案#挂失等!避免其损失扩大!对损失的

产生!其本身也有一定过错!应当减轻

黄金海岸公司的赔偿责任"黄金海岸公

司应赔偿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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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李先生诉请过高部分该院不

予支持" 金水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

一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一百三十

一条之规定!判决黄金海岸公司赔偿李

先生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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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一审判决后!黄金海岸公司不

服! 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该公司称!原审判决认定黄金海岸公司

没有尽到审查义务!是主观臆断#是错

误的" 该公司还认为!原判适用法律错

误!因为黄金海岸公司并没有侵害李先

生的财产!而是盗卡人侵害李先生的财

产" 同时!黄金海岸公司认为原判举证

责任分配有误!李先生没有证据证明黄

金海岸公司有过错"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按照银联

公司和特约商户签订的(受理银行卡协

议书)中相关规定及银联公司给特约商

户的重要提示的规定!特约商户在接受

持卡人刷卡时!必须仔细核对&使用卡

面拼音姓名'#&卡背面预留签名'与&刷

卡单据签名'三者笔迹是否一致" 如发

现以上三者笔迹不一致或相差太大!商

户应当拒绝结算" 本案中!从盗卡人在

黄金海岸公司处刷卡消费时在&两张刷

卡单据'上的签名看出!两者明显不一

致"李先生名字中有一个&会'字!而在黄

金海岸公司处的签名中!&会' 却被写成

了&合'#&仝'"从盗卡人在黄金海岸公司

处消费时在购物票上留下的签名与李先

生在青岛饭店正当消费时留下的签名以

及李先生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上签名

比较!明显看出!不是同一人书写" 综合

本案案情!原审法院认定盗卡人在黄金

海岸公司消费时!黄金海岸公司没有尽

到谨慎审核的义务!给李先生造成了损

失!判决黄金海岸公司承担部分赔偿责

任是正确的!应予维持"黄金海岸公司认

为公司已充分尽到了应尽的审核义务!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因证据

不足!不予支持"

不久前!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

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黄

金海岸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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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商户有无审查义务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

赵军胜和王献斌介绍!

&$$$

年
&

月
#

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

办法#废止了原"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

所规定的%持卡人凭卡购物消费时!须将

信用卡和身份证一并交特约单位经办

人!特约单位经办人员受理信用卡时!应

审查卡片正面的拼音姓名与卡片背面的

签名和身份证上的姓名是否一致!同时

核对其签名与卡片背面签名是否一致&

等内容' 因此特约单位对签名笔迹与信

用卡背面的签名笔迹是否一致进行核对

审查不属于法定义务'但是!发卡银行往

往会与特约单位对上述相关义务作出特

别约定!从而使其成为特约单位应当审

查的的约定义务'本案中!黄金海岸公司

便是按照银联公司与其签订的协议来确

定其审查义务的'

由于没有统一的法定审查义务!因

而银联公司与各特约单位约定的审查义

务内容不尽一致' 本案黄金海岸公司作

为银联公司的特约商户!双方之间签订

有(受理银行卡协议书#!按照规定!特约

商户在接受持卡人刷卡时!必须仔细核

对三名一致!即%使用卡面拼音姓名)卡

背面预留签名)刷卡单据签名&三者名称

及笔迹是否一致' 如发现以上三者不一

致或相差太大!特约商户应当拒绝结算'

本案中!从持卡人在黄金海岸公司

处刷卡消费时两张刷卡单据签名可以

看出!两次签名就存在明显不一致' 同

时刷卡单据签名与使用卡面拼音姓名

也不一致'作为特约商户黄金海岸公司

显然没有尽到谨慎审核的义务!这对造

成李先生的经济损失! 起了主要作用'

黄金海岸公司的过错行为实质上是一

种疏忽大意的不作为!这种消极的不作

为侵害了李先生合法权利!故黄金海岸

公司应当按照侵权责任承担赔偿损失

的法律后果'

合法持卡人有啥义务

赵军胜和王献斌称!信用卡合法持

卡人对信用卡也应尽到一定的保管和

注意义务' 信用卡的合法持卡人在取得

信用卡时!应立即在卡片背面的签名栏

内签上与申请表上相同的签名!并在用

卡交易时使用此签名!这也便于特约商

户核对刷卡单据签名与使用卡面拼音姓

名)卡背面预留签名是否一致' 同时!鉴

于信用卡的便于携带和便于交易的特殊

功能!因而信用卡也存在容易被他人冒

用的风险!所以合法持卡人对其所持信

用卡负有妥善保管义务'同时!应当注意

到信用卡卡体自身较小容易遗失!并造

成风险!所以合法持卡人应有一定的注

意义务'在发现信用卡被盗后!合法持卡

人应当立即挂失并及时报警'

赔偿责任该咋分

商户有一定责任!持卡人有一定责

任! 那二者之间的责任该如何划分呢*

赵军胜和王献斌称!本案中!李先生在

当天
&'

时发现信用卡和身份证等财物

被盗!直到
&+

时
'"

分才到公安机关报

案! 也未及时到相关银行办理挂失手

续!故李先生对其财物被盗后的自身经

济损失的扩大!负有一定过错' 根据我

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

%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存在过错

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故可

以减轻黄金海岸公司的赔偿责任'鉴于

本案中!黄金海岸公司方的过错程度明

显大于李先生方!故由黄金海岸公司对

李先生的经济损失承担大部分赔偿责

任!更为合理和适当' 但本案一审按照

同等责任判决后!李先生方并未提起上

诉!故二审维持原判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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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被盗后遭他人盗刷!是

怪自己大意!还是该怪刷卡的商户

不负责任"如果这样的纠纷引发诉

讼!法院该如何判决"

!""#

年
$%

月份!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

这样一起案件!判决持卡人和商户

均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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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克麻将变牌器 $ 不管谁的扑克
牌 !想变就变 !一秒就能变到自己
想要的好牌" 认牌绝技$普通扑克
麻将玩几把!从背面准确地认出每
张牌的点数花色!不需加工" 最新
日本一体化自动麻将桌! 免遥控!

手指控制 !任坐哪一方位 !都能得
到好牌!$普通麻将机可安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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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克麻将饼九技术! 包教包会!

经营各种新麻将机隐形程序!一

体机等各种高科技娱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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饼九技术 最新绝技

自带牌具 免费参观

满意再学 包教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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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招生现已开始报名 !为属地 #农村 #城市的初 #

高中落榜困难生再创高等学历教育就业新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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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最新研发的新型正负脉冲蓄电池修复仪 $国

家技术监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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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可修复

各种废旧蓄电池"修复效果如新"开家电瓶修复店投资千

元!日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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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人自带电瓶!试验满意再办理" 诚征各市县代理商"

郑州美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短信索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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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酒店现场诚聘男女公关 *要

求*形象好气质佳!月薪丰厚!待

遇从优!包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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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克麻将饼九技术! 包教包会!

经营各种新麻将机隐形程序!一

体机等各种高科技娱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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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市郊人有楼房出租离异
独身无子女无负担米身体好爱情专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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