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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买车、买保险，消费者签下的都是对方提供好的格
式合同，这些合同的格式条款中，有不少“陷阱”，消费者往往
难以察觉，等真的遇上对应情况，往往陷入被动。律师提醒，
如果格式条款对消费者来说显失公平， 加重消费者责任，消
费者一方可以要求该条款作废。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夏江霞

本期主题：合同条款

由一方当事人事先单方拟定
的格式文本在民事合同签订过程
中非常常见， 对方当事人往往图
省事而没有细看条款内容。 一旦
发生纠纷， 单从条款内容来看一
般对对方当事人不公平， 故而法
律规定了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
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
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该规定从民事合同法所应遵循的
公平原则出发， 较好地保护了处
于弱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 格式
条款常出现在各行业企业在合同
(协议、补充条款、附件等)、通知、
声明、店堂告示以及广告、宣传资
料中，主要免除自己责任、加重消
费者责任、排除消费者权利。以保
险合同为例，绝大多数投保人对保
险条款并不知情。在投保时，保险公
司应当向投保人作出明确的提示
和说明投保险种的保险责任、责任
免除、保险费支付办法、投保人和被
保险人义务等，否则，将会对投保人
有失公平。消费者遭遇格式条款，可
以先与对方协商，协商不成可以向
法院请求该条款无效。

合同暗藏陷阱？不公平条款可算无效
律师说法：合同提供方免除自己责任、加重对方责任的条款算无效

买了二手房， 在自家房屋外
墙和楼梯间打广告， 却被开发商
告知， 外墙和楼梯间使用权属于
开发商， 永州东安人姜女士把开
发商和前业主一同告上法庭，请
求法院确认之前两被告之间的房
屋买卖合同中相关“霸王条款”无
效。近日，东安县人民法院宣判了
该案。

2016年4月， 姜女士在东安
县一小区买下一套二手房， 并在
当月过户。买房后，她在自家楼梯
间和外墙上打广告， 却被开发商
的人告知， 外墙和楼梯间的使用

权属于开发商。姜女士很纳闷：她
买的房子，外墙应该也属于她，为
什么有些部分使用权在开发商？
原来，在前业主胡女士买房时，开
发商曾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格
式条款规定， 房屋外墙使用权归
开发商。

姜女士找到胡女士， 胡女士
表示，她买房后，一直在使用外墙
和楼梯间，并没有人阻拦，并且合
同中有手写“楼梯间、外墙面使用
权归业主” 的字样。 她向法院答
辩， 请求法院废除合同格式条款
中关于外墙使用权归开发商的格

式条款。
法院认为， 商品房外墙属于

商品楼的基本结构部分， 由该商
品楼所有业主共有和共同管理的
权利， 开发商不能在出售房屋时
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保留外
墙面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二被告
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将原告
所购买的商品房外墙使用权归开
发商的约定， 违反了法律的相关
规定，该约定无效。

最终法院判决开发商与原业
主胡女士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
同》第十条第二款无效。

张家界人方青开摩托车
出车祸身亡，而此前十天，他
刚刚购买了数份保险， 他过
世后， 保险公司以他开的摩
托车没有有效行驶证为由拒
赔， 方青家人把保险公司告
上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
院。 最终法院以格式合同发
生争议， 应该做出不利于格
式条款提供方解释为由，判
决保险公司依约定赔偿。

2016年元旦， 方青在某
保险公司买了五份《芙蓉卡》
和一份两全保险， 芙蓉卡每
份最高保险金额5万元，两全
保险基准保额2万元，并附加
了意外伤害住院医疗险。

几天后， 方青开着摩托
车发生事故，他不幸身亡。方
青的家人与保险公司多次协
商理赔一事， 因保险金额难
以谈拢， 方青家人起诉到永
定区法院，他们认为，芙蓉卡
合同条款约定，驾驶摩托车，
按给付金额40%承担责任，5
份芙蓉卡就是 10万元。此
外，根据两全保险合同，方青
车祸身故应获得大概20万
元赔偿。

保险公司则认为， 方青
的两全保险合同中约定了，

被保险人违反交通管理部门规
定自驾车意外身故， 保险公司
不给付保险金。 方青开摩托车
没有投保，也没有定期年检。且
自驾车规定的是以驾驶员身份
驾驶私家车， 摩托车不属于私
家车，所以公司不理赔。芙蓉卡
合同里也约定， 驾驶无有效行
驶证机动车意外身故的， 不予
理赔。

法院审理后认为， 保险合
同中规定，私家车是个人所有9
座以下汽车， 并符合相关国家
标准，摩托车不属于汽车，所以
两全保险方面， 保险公司可以
不理赔， 但需要根据合同其他
约定， 支付基本保险金额的2
倍，即4万元。

芙蓉卡保险中，方青驾驶
的摩托车虽然未年检，但是车
辆性能完好，没有到强制报废
期，并非无效行驶。保险公司
提供的是格式合同，根据合同
法， 对格式条款有争议的，应
当做出不利于条款提供一方
的解释。因此，保险公司理由
不能成立，需要赔偿保险金10
万元。

最终， 法院判决保险公司
支付14万元赔偿金， 驳回原告
其他诉讼请求。

“一次服务， 循环收费”
的现象在中介市场时常出
现， 这种循环收费的行为是
否合理呢？近日，常德市安乡
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
这样一起服务合同纠纷案，
法院依法驳回了原告的诉讼
请求。

2014年8月28日， 原告
某投资管理公司与被告龚
某签订一份《借款咨询与服
务协议书》。协议约定，龚某
通过某投资管理公司牵线搭
桥获得300万元民间借款，
借款期限（服务周期）以六至
七个月为准， 龚某保证按借
款总额的5%一次性向某投
资管理公司支付咨询服务
费。 如延期续约则进入下一
服务周期， 按此条款另行交
纳服务佣金。 同日， 龚某以
及席某等其他三位保证人与
丰某签订《借款保证合同》，
合同约定龚某向丰某借款
300万元， 借款期限为六至
七个月。

其后， 龚某依约收到了

300万元借款。借期届满后，龚
某仅偿还丰某借款本金80万
元， 至起诉时尚欠借款本金
220万元。另外，龚某已按照协
议约定的标准向原告支付了
两个周期的服务费30万元。原
告认为龚某在未清偿借款本
息的情况下，应当依照协议继
续向其支付服务费25.7万元，
遂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 协议约
定“……如延期续约则进入下
一服务周期， 按此条款另行交
纳服务佣金”，该条款属于格式
条款， 该条款中被告应承担的
义务明显高于其享受的权利，
加重了被告的责任， 违背了公
平原则。根据《合同法》相关规
定，该条款内容无效。被告通过
原告介绍取得300万元借款后，
应当一次性支付服务费15万
元， 现被告已支付原告两个周
期服务费30万元， 被告的合同
义务已经超额履行完毕， 原告
提出要求被告再支付服务费
25.7万元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
依据。遂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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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摩托车车祸身故
保险公司称无行驶证拒赔

案
例2 自家墙上打广告被制止

外墙和楼梯间属开发商所有？

案
例3 格式合同约定中介费循环收取

法院判决格式条款无效
加重对方责任算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