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告刘某生于 2002 年袁 初中辍学遥
2018 年袁 刘某父亲在收菜途中发生车
祸袁 便让刘某帮助打理生意遥 2018 年
10 月 23 日至 2019 年 1 月 5 日袁 刘某
使用父母用于生意资金流转的银行
卡袁 多次向某科技公司账户转账用于
打赏直播平台主播袁 打赏金额高达近
160 万元遥 刘某父母得知后袁希望某科
技公司能退还全部打赏金额袁 遭到该
公司拒绝遥

一审法院判处某科技公司退还部
分金额袁 原告刘某对判决结果存在异

议袁遂向天津三中院提起上诉遥
二审过程中袁刘某认为袁自己作为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袁所进行的巨额打赏
与他的身份尧年龄以及家庭经济状况都
不相适应袁其行为应当是无效的遥 被告
辩称袁刘某初中辍学袁而且年满 16 周岁
之后袁自己独立生活袁其父安排开立银
行卡并管理大额款项袁应当视为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人袁因此直播平台不应返还
涉案的打赏金额遥

经多番沟通协调袁当事双方达成庭
外和解袁原告申请撤回起诉袁涉案公司自

愿返还近 160 万元打赏款项并已经履行
完毕遥

最高法院未成年人充值打赏 法院应
支持返还

今年 5 月袁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
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
问题的指导意见渊二冤曳对未成年人参
与网络付费游戏和网络打赏纠纷提供
了规则指引遥 叶指导意见渊二冤曳明确袁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
意袁 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
平台野打赏冶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尧智

力不相适应的款项袁 监护人请求网络
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袁 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遥

野按照我国民法总则规定袁8 岁以下
的未成年人是民事无行为能力人袁 民事
无行为能力人进行的民事行为通通无
效遥 8 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行为能
力袁 限制行为能力人如果进行与他的智
力不相适应的民事行为袁 即使监护人不
追认袁也应该认定无效遥 冶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尧 二级大法
官刘贵祥表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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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例“95”号段

网络犯罪案告破

阴朱健勇
7 月 18 日袁 由公安部尧 江苏省公安厅统一指挥袁 南通公安成功破获全国首例利用

野95XXXXXX冶号段帮助通信网络诈骗的案件袁抓获犯罪嫌疑人 15 人袁一举捣毁从事犯罪
活动通信技术类公司 3 家袁查封野95XXXXXX冶号段 21 个袁非法网络电话线路 2 万余条袁发
现下游业务关系公司 155 家袁涉案金额高达 2200 余万元遥

野请问您需要贷款吗钥 冶去年
年底袁 南通市民孙先生无意中接
到一个陌生电话遥 孙先生表示自
己有贷款意向后袁 对方便通过他
的手机号码添加了微信遥 在对方
的指导下袁 孙某某下载了一款
App袁并用自己的个人信息和银行
卡号进行了注册遥

野当时对方告诉我袁充值 1799
元就可以免 6 个月的利息遥 冶为了

省下不菲的利息袁 他当即将这笔
款项打到了对方给出的账户里遥
就在孙先生等待放款时袁 软件提
示其银行账号不正确袁 为了 野更
改冶账号袁孙先生又缴纳了 6 万元
的手续费遥

账号错误尧 提现需要缴纳保
险尧 需要充值 VIP 获取积分噎噎
就这样袁被野套路冶的孙先生不但
没有拿到一分钱贷款袁 还在对方
的指引下先后多次汇款遥 直到汇
出总计 297123 元之后袁孙先生才
察觉自己可能被骗并报警求助遥

野像这样的受害人不在少数袁
来电显示呼叫号码都是以耶95爷开
头的遥 冶南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三
大队副大队长许平楠说袁 由于
野95冶号段一般用于企业呼叫中心
和客服热线袁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了受害人接到电话时的戒备心
理遥

今年 3 月以来袁 南通市公安
局 网 安 支 队 在 工 作 中 发 现 袁
野952750XX冶号段被大量拨打袁并
关联到全国 266 起诈骗案件遥 南
通市公安局迅速成立由野一把手冶
任组长袁网安尧刑侦尧法制尧崇川公
安分局等主要负责人参与的专案
组袁针对系列案件展开侦查遥

犯罪网络身披通信公司外衣

侦 查 过 程 中 袁 专 案 组 发 现 袁 涉 案 的
野95XXXXXX冶号段系南通某通信技术公司申请使
用袁法人代表是 39 岁的男子秦某桐遥 今年 4 月袁专
案组组织实施抓捕袁包括秦某桐在内的 4 名犯罪嫌
疑人落网遥 以秦某桐为突破口袁两个位于深圳的通
信公司进入专案组视线袁一个庞大的犯罪网络层层
现出原形遥

据秦某桐交代袁为转租号码资源获利袁他通过
中介代办申请了野952750XX冶码号证书遥 而要想让
号码接入网络正常使用袁还需要通过运营商进行语
音落地遥所谓语音落地是指给号码开通拨打电话的
功能遥因此袁秦某桐联系到了圈内朋友张某仲遥张某
仲在深圳开办了一家通信公司遥双方商定由秦某桐
提供野952750XX冶号段码号语音落地服务材料袁张
某仲则负责对该号段进行落地和线路改造袁改造后
的线路由双方按一定比例分摊使用遥

4 月 29 日袁专案组按图索骥袁将张某仲在内的
5 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遥 张某仲交代袁实际完成
语音落地的是在深圳开了家科技公司的杨某遥根据
张某仲提供的线索袁专案组于翌日将杨某为首的 6
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遥

租用线路者多实施诈骗

租用线路的客户袁大部分都是利用这些号码实
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遥南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支
队长张建介绍袁在号码出租过程中袁上游公司的准
入筛查机制形同虚设袁犯罪团伙只需要提供虚假公
司信息袁就能租到网络线路袁随时随地使用动态的
号码拨打网络电话遥 网络电话不受地域限制袁并存
在很强的隐蔽性袁这也让诈骗团伙隐藏得更深遥

野牵连出的 266 起案件中袁最多的就是信用卡尧
贷款类诈骗遥 冶具体负责侦办此案的南通市公安局
崇川分局网安大队民警曹阳说袁诈骗分子使用网络
电话批量导入联络人袁 使用群呼功能进行 野广撒
网冶遥 部分犯罪分子甚至利用智能语音功能先行拨
号试探袁待受害人野上钩冶后再转为人工实施下一步
诈骗行为遥

在办案过程中袁专案组发现袁杨某手上持有的
野95XXXXXX冶号段并不只来自秦某桐遥 2018 年以
来袁杨某为首的团伙通过外省某运营商袁先后对 10
余个野95XXXXXX冶号段进行语音业务部署袁再通
过技术改造将线路出租给下游业务公司袁共非法获
利 800 余万元遥

专案组经过 3 个月的缜密侦查袁查封被用于犯
罪的野95XXXXXX冶号段 21 个袁非法网络线路 2 万
余条袁涉及全国 800 余起网络诈骗案件袁发现下游
业务关系公司 155 家袁涉案金额达 2200 余万元遥

据了解袁这起案件也是全国公安机关破获的首
例利用野95XXXXXX冶号段帮助通信网络诈骗犯罪
案件遥

野95冶号段关联 266 起诈骗案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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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打赏主播
巨额款项能否追回？ 阴薄晨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