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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董先生与邓小姐因感情不

和办理了离婚手续。 离婚后，董先生想

起自己两年前转给的岳母李女士 10

万元，由李女士购买理财产品，因为当

时是一家人， 董先生碍于情面并未要

求李女士出具借条， 但也并没表示是

赠与。 现在董先生起诉至法院要求前

岳母李女士返还这 10 万元，法院会支

持吗？ 亲人之间无明确意思表示的大

额资金来往， 该资金的性质应定性为

赠与还是借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

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二条第一款规定， 出借人向人民法院

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

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

关系存在的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

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十七条规定， 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

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 被告抗

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

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

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

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

明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

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

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 人民法院

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

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赠与事实的认

定高于一般事实“高度盖然性”的证明

标准。 上述案件中，董先生无明确赠与

的意思表示，且10万元明显超过一般赠

与的数额，故本案中这10万元的性质法

院认定为借款。法院判决李女士需向董

先生偿还借款10万元及利息。

法官提醒，“白纸黑字”往往比“红

唇白齿”更能保护双方的权益。 但我们

的传统习俗中常有讲人情、 讲脸面的

顾虑， 在与亲朋好友的经济往来中很

多人都“拉不下脸”用书面形式确定双

方的权利义务，“嫌麻烦”“怕伤了和

气” 等含糊了事的心态却导致最后纷

争不止，所以还是“亲兄弟，明记账”为

宜。

信息时报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高瑜曼 梁艳华

近年来， 随着法院民事诉讼案件

的日益增多， 送达难问题也成为影响

诉讼效率的重要因素。实践中发现，很

多个人或者公司存在认识误区， 以为

可以像“讨债”一样逃避法院送达，对

法院材料“避而不见”就可以避开纠纷

和债务。但实际上，法院在诉讼过程中

对当事人的送达工作是对当事人诉讼

权益的保障。 如果当事人对法院的送

达“避而不见”，最终导致法院无法把

案件材料送达到当事人手中， 只能依

法进行公告送达。 而当事人未应诉答

辩， 实质上是对其本该在诉讼中享有

的民事权益的放弃， 将承担相应的法

律后果。

第一，影响对管辖权、诉讼保全等

的异议权利的形式， 根据民诉法第一

百二十五、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当事

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 应当在提交答

辩状期间提出。 如果当事人未应诉答

辩， 则相当于放弃了法律赋予的程序

上的异议权利。

第二， 放弃了在案件事实查明中

的举证权利，在民事诉讼中，法律赋予

原被告双方平等的诉讼地位， 也依法

确定“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 因

此， 即便是被告也享有举证证明自身

主张事实的权利。 如果被告没有参与

诉讼， 就放弃了上述抗辩和举证的权

利， 使得自身在事实查明过程中处于

被动和不利地位。

第三， 增加了在不知情情况下被

强制执行的风险，实践中，有些当事人

为了逃避债务采用多种方式逃避法院

送达， 但却等到依据法院生效判决被

依法强制执行， 影响到工作生活后才

意识到参与诉讼、解决纠纷的重要性。

虽然逃避送达躲过了诉讼， 但却避不

开“限制高消费”“限制坐高铁”“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导致无法向银行

申请贷款等强制执行措施。

其实，法院的“一纸传票”并不可

怕， 可怕的是囿于陈旧的法律观念企

图通过对法院送达“避而不见”的方式

逃避债务，最终将自身陷入不利局面。

为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除了正确面对

法院送达工作外， 还应当积极参与到

诉讼中来， 通过切实行使自身的合法

权益解决矛盾纠纷。

信息时报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许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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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撞人未察觉离开 保险要赔吗？

法院判决：仍应理赔

普法学堂

离婚后，女婿转到岳母账户的钱还能要回吗？ 对法院的送达“避而不见”有什么后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王君 钟丽

炜）

随着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机动车商业保险合

同纠纷也呈快速增长之势，其中大量案件是由保险

公司依据免责条款拒绝赔偿而引起。 近日，记者从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了解到， 在一些案件中，保

险公司的免赔主张其实并不合理，因而在诉讼中并

不能获得法院支持。

司机吴先生驾驶大货车撞伤了同向驾驶电动

车的何先生，由于是货车牵引车撞人，吴先生并未

察觉，便继续驾车离开了现场。

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发生后，司机吴先生未采

取措施便离开现场， 属于商业三者险的免责情形。

而被撞伤的何先生则将司机吴先生和保险公司一

并告上了法庭，并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

者险限额内对相应损失优先承担赔偿责任。

交管部门结合对报警人的询问、 当事人自述、

监控排查及现场痕迹等，最终认定吴先生驾车离开

现场的客观事实，但没有认定吴先生为肇事逃逸。

南沙法院审理认为， 结合保险条款内容， 如

果司机主观上明知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还是选择

逃避责任， 不依法采取相应措施并驶离现场或弃

车离开现场， 才符合条款免赔情形。 而本案中，

多方证据相互印证， 司机吴先生是在不知道发生

交通事故的情形下驾车离开现场， 不符合商业三

者险的免赔约定。 因此判令， 对于交强险赔偿不

足的部分， 由保险公司根据商业三者险合同对何

先生进行赔偿。

案例1

司机撞人后未察觉离开现场

饮酒后的老朱过马路时未

走人行道，被司机小梁驾驶的货

车撞上，当场死亡。小梁认为，事

故车辆正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

三者险，且车辆性能完好，扣除

交强险后，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

在商业三者险保额范围内，应当

由保险公司予以赔偿。

保险公司则认为， 车辆投

保时的使用性质为非营业货车，

而事故发生时， 车辆因存在租

赁的事实导致车辆使用性质改

变， 因此根据商业险保险合同

约定， 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法院审理认为， 车辆的使

用性质虽的确发生改变， 但涉

案车辆只由被告自用， 并未再

行出租或进行营运使用， 且涉

案车辆是纯电动厢式运输车 ，

与其他采用汽柴油作为动力的

同类传统货车相比， 其在行驶

里程、 行驶速度、 行驶区域方

面均受到一定限制， 在客观上

并未导致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

增加， 而保险公司亦无证据证

明涉案车辆因改变使用性质导

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保险公

司以此为由主张免赔依据不足。

最终法院判令由保险公司进行

赔偿。

案例2

事故电动货车使用性质改变

司机小忠倒车时不慎撞坏老

李的货车，小忠的车在A保险公司

投保了交强险，在B保险公司投保

了商业三者险。 事故发生后，A保

险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进行

了赔偿， 而B保险公司则提出，事

故发生时小忠不具有道路运输

证，属于商业险免赔条款，因此拒

绝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

法院审理认为， 司机小忠虽

无道路运输证，但有相应驾驶证，

车辆运行的危险程度并未因此增

加。另外，在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

中， 也未对道路运输证进行具体

明确的约定， 因此保险公司的免

赔主张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

B 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

围内对老李进行赔偿。

案例3

事故车辆不具有道路运输证

为汽车购买商业三者险，以

便在交通事故发生后， 弥补交强

险赔偿保额的不足， 已经成为众

多家庭的选择。 商业三者险的合

同约定会设定一些免责拒赔条

款，例如约定在发生交通事故后，

驾驶人未依法采取措施而驾驶或

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

的，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不具备道

路运输证等， 均为保险公司商业

三者险条款中较为普遍的免赔事

由。

然而， 保险公司是否可就

上述条款拒赔， 必须从保险条

款的文义理解， 结合司机的主

观认识以及事故发生时的客观

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从而确认

是否的确符合商业三者险的免

赔约定情形， 否则保险公司就

应当给予赔偿。 保险公司在理

赔过程中不能硬搬教条、 简单

粗暴拒绝理赔， 而需根据实际

情况合理理赔， 给购买保险者

真正的安心和放心。

保险公司应依据实际情况合理理赔

法官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