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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账≠借贷，
证据很关键
民间借
贷的支付方
式 多 为 转
账。在司法实践中，常需区
分原、被告之间的转账行为
是否确系民间借贷。对这类
案件，
法官需根据证据审定。

母亲表达了借款的意思，故 本息合计15.8万余元。
“赠与”一说不成立。但王某
高先生主张双方之间是
出国留学是为了与陈某会合 民间借贷关系，但不能出具
并结婚，
这也是陈某父母与其 《借条》
《借款合同》等债权凭
子商量的结果。因此，
该笔借 证，
仅有银行转账记录。袁氏
款应认定为男女二人向陈某 夫妻主张双方是投资合作关
父母的共同借款。综上，
法院 系，
称高先生交付的是餐饮公
判决王某偿还5万元。
司的投资款项，
并出具了公司
恋爱期间，
对方父母转账怎定性
法官说法 在男女恋爱期 股东群的聊天记录、
视听资料
陈某（男）与王某系男女 间，
一方父母给另一方的非彩礼 等证据佐证。法院经审理认
朋友关系。陈某大学毕业后 性质的金钱给付如何定性，
目前 为，
袁氏夫妻提交的股东群聊
前往国外留学。在双方准备 尚无明确规定。一般而言，
一方 天记录等证据，
能证明双方之
结婚之际，因陈某想继续留 父母在特定节日给付的小金额 间为投资合作关系。因餐饮
在国外，其父母提出，要王某 金钱，
认定为赠与关系较妥当， 公司尚在经营中，
且双方对此
以留学形式获得签证，从而 但较大数额的金钱，
如有明确的 前经营状况未做审计，
法院驳
与陈某在国外团聚并结婚。 借贷意思表示，
或可推定存在借 回了高先生的诉求。
由于王某经济能力不够，陈 贷的意思表示，
应认定为借贷关
法官说法 投资与借贷有
某父母向女方转账 10 万元， 系。所借款项若是恋爱男女双 着本质区别。从法律上来说，
用于办理出国签证。王某先 方的共同意思表示，
应认定为双 如果是借款关系，
出借人在借
后两次向陈某母亲发短信表 方的共同债务。
款到期后有权收回本金和利
示：
“向叔叔阿姨借的钱会归
息；如果是投资关系，意味着
仅有转账凭证，
可否认定为借贷
还。”但待到王某拿到留学签
利润风险共担，
投资人无权随
证，陈某却提出分手，王某因
袁先生自 2017 年 12 月 意要求撤回投资。民间借贷
此并未留学。又因两人分手 开始，
与妻子共同经营一家餐 纠纷的原告，
要承担两方面的
时已经过签，王某的学费不 饮公司。目前，
公司仍在经营 举证责任，
一是证明双方存在
能退。不久，陈某父母向法 中，但开业后有亏损，未审计 借贷的合意，
二是已向借款人
院起诉，请求判令王某归还 具体亏损数额。高先生与袁 支付了所借出的款项。若原
欠款 10 万元。王某辩称，10 氏夫妻系朋友关系，2017 年 告仅有转账凭证，
可按民间借
万元系陈某父母赠与。
11 月至 2018 年 1 月间，先后 贷进行主张，
但如果被告能提
法院认为，陈某父母向 5 次向袁氏夫妻转账共 15 万 供合理的抗辩并能证明转账
王某转账支付了 10 万元，王 元。一年多后，
高先生向法院 并非借款，
原告有责任继续举
（摘编自《人民法院报》
）
某前后两次通过短信向陈某 起诉，
要求袁氏夫妻返还借款 证。

没办5G套餐，
也能用5G网络
“我的手机右上角出现 5G
标识，是不是意味着正在使用
5G 网络？可我没办理 5G 套
餐，如何扣费呢？”很多人曾有
这样的疑惑。近日，工信部微
信公众号
“工信微报”
转载的图
解显示：若你现在用的是 4G
套餐，只要你的 5G 手机设置
正确，在 5G 网络覆盖范围内，
你也可以接入 5G 网络。如果
您使用了 5G 网络服务，所消
耗的流量可从现有的 4G 套餐
中扣除。
据了解，现在 5G 手机一
般可自行设置是否使用 5G 网
络（在
“设置”
选项中点击
“移动
网络”
即可看到）。但如果选择
“独立 5G”，则手机会使用 5G
网络进行所有上网活动，因为
5G 网络覆盖目前还不完善，
信

号可能会不稳定。
手 机 出 现 5G 网 络 标 识
后，
网速是否会变快？其实，
网
速受时间、
地点、
同时在网人数
等 因 素 影 响 ，很 难 有 明 确 判
断。如果想用网速更快的 5G
网络，则需开通 5G 套餐。有
运营商客服称，现在手机用户
使用更快的 5G 网速需满足三
个条件：
使用 5G 终端、
在有 5G
网络覆盖的区域、开通了 5G
套餐。针对“不办 5G 套餐也
能用 5G 网络”一事，有运营商
工作人员表示，最好还是办理
5G 套餐，
因为套餐流量单价相
对更低。目前 5G 套餐最便宜
的一档是中国移动的 128 元每
月，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最便
宜的 5G 套餐资费为每月百元
左右。
（摘编自《中国妇女报》
）

春节收尾，
做家务悠着点
春节接近尾声，
不少家庭又
将做家务提上了日程。天津市
家政从业人士刘连喜提示，
在春
节假期里堆积的家务活不会太
少，
宜分批处理，
以免过劳。
节日期间，
气温忽高忽低，
很多人是冬装和春装换着穿，
因此也在假期里积攒了不少待
洗的衣物。如果想利用一天的
时间将这些衣物全部洗完，工
作量不小。建议可根据未来几

天的气温，
先洗要穿的衣物，
较
厚重的冬装可缓两天再洗。随
着气温越来越高，冬季使用的
床上用品逐渐替换下来，建议
分类分批清洗消毒。在清洁家
庭卫生方面，可按区域进行划
分并做好清扫计划，一天收拾
厨房，
一天收拾木地板，
转天再
打扫卫生间，这样有几天的时
间就可以全部清扫完毕了。
（摘
编自《今晚报》
）

巧收纳，
贵重物品不怕找不着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健忘 门外不用钥匙无法锁门，
一旦出门，
关
症状逐渐明显。做好贵重物品、
证件、 门时就能意识到是否忘带钥匙。家中
钥匙等的合理管理和保存，就能避免 可准备一块黑板，用来提醒出门时要
找不到和丢失，减少补办及来回往返 带好的物品，如拐杖、钥匙、钱包等。
奔波的烦恼。
家中不宜安装过多需钥匙上锁的抽
居家时：管理好证件、钥匙 将身 屉，
建议仅设置一个抽屉可上锁，
用来
份证、银行卡、医保卡等，统一放置在 放置现金、
贵重物品和证件。
一个固定的物件整理盒内，尽量选择
外出时：保管好随身物件 外出
透明的可观察、可清洁又防潮的塑料 时，
证件统一装在一个卡包内，
卡包有
每次外出只携带必用的证件，
如
盒子，不宜过小、过扁，以方便整理。 拉链，
避免使用饼干盒、零碎的纸盒等放置 身份证或医保卡。钥匙可设置挂绳，
重要物件，以免被不知晓情况的家人 挂于脖子上，或在包袋上安装锁扣挂
丢弃或自己长期不使用而忘记、不慎 于包上。在亲属或子女家放备用钥
处理掉。盒子外面注明里面存放的证 匙。如为密码锁，告知关系最亲的家
件内容，每次取用后及时放回。每次 属，
避免遗忘或一时想不起。
拿取时可以用手机设置“用后放回原
老年人就医时，进行付费、取药、
处”的提醒；使用手机不熟练的人，可 签字等操作时，随身的拐杖、背包等
给自己留便条，提醒相关物品归还原 物品，可使用物品防丢失装置，装置
处；
有人陪伴的，
可相互做好提醒。
除了双搭扣保险外，还可以有定位系
可在门口玄关或墙壁上明显部 统，物品一旦丢失能即刻通知家属。
位设置钥匙挂钩，
并做标识，
外出返回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老年科护士
时挂于固定的位置。房门可设置为在 长 花佩）

蟑螂现身，
随时灭杀
蟑螂在热天最猖獗，在寒冷的天
气似乎少见踪影。很多人误以为，烦
人的“小强”抵抗不住寒冷已自然死
亡，
不用再考虑灭杀它们。
其实，
蟑螂的生命力特别顽强，
根
本不存在
“小强”
会自然死亡一说。就
算在生存环境中已找不到食物，哪怕
啃点碎纸屑，蟑螂依旧能维持生命。
灭杀蟑螂是一项长期工程，但最好随
时发现、
随时灭杀。
蟑螂喜欢扎堆躲在温暖、
潮湿、
食
物丰富和多缝隙的场所。厨房因为存
放食物较多、
环境潮湿，
是蟑螂集中度
较高的场所。如果房子有缝隙，得赶

紧用水泥或玻璃胶抹死，不要给蟑螂
留“路”。如果家里发现蟑螂，可以采
用
“一喷二熏三诱杀”
的方法。
若采用
“喷”
，
最好勤换喷雾剂，
尝
试用不同品牌的杀虫剂。
“熏”
是指，
先
关闭门窗，
在地板上洒一层杀虫水，
然
后用烟熏，
“逼迫”
蟑螂全体出动，
一旦
触到杀虫水后，蟑螂就会很快死亡。
而所谓
“诱杀”
，
一般可在厨房、
厕所里
破旧瓷砖的缝隙、
沙发、
电脑底部、
床背
后等地布点，
放置杀蟑螂饵剂。如果发
现家中蟑螂数量较多，
难以将其消除，
可寻求专业灭蟑服务。
（陕西省西安市
城市害虫防治中心副主任 宋西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