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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郑姝 ）借条上明明
写的是 14 万元，法院却只判决偿还本金
9.7 万元及利息，这是怎么回事呢？ 近日，
临湘市法院一审判决了一起民间借贷纠
纷案件， 被告李某偿还原告陈某借款本
金 9.7 万元及利息。

经法院审理查明 ：2015 年 10 月 10
日，由陈某担保 ，李某向案外人安某 （陈
某的同事 ）借款 5 万元 ，约定月息 ３ 分 。
李某向安某出具借条后， 安某当即给付
李某现金 5 万元。 经安某和李某双方协
商，李某从中抽出 1500 元返还给安某作

为第一个月的利息， 李某实际收到借款
本金 48500 元。 同年 12 月 1 日，由陈某
担保，李某再次向安某借款 5 万元，和第
一次一样， 李某先预付了第一个月的利
息 1500 元。 后李某共支付给安某借款利
息 9000 元，借款本金及其余利息一直没
有偿还。 李某、陈某和安某经过结算，截
至 2017 年 ４ 月 24 日， 除去李某已向安
某支付的利息外， 李某还欠安某借款本
息合计 140800 元。 三方商定，此款由李
某向陈某偿还，再由陈某偿还给安某。 随
后，陈某向安某出具了一张 10 万元的借

据，同时 ，李某向陈某出具了一张 14 万
元的借条。 李某向陈某出具借据后，没有
向陈某偿还过借款本息。 陈某遂诉至法院
要求李某偿还借款本金 14万元及利息。

另查明，陈某向安某出具借据后，已
向安某还清所有借款本息。

法院认为，原、被告与案外人安某之
间的债权债务转移是三方协商一致的结
果，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法院予以支
持。 原告陈某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被告李
某却一直没有向原告陈某偿还借款本
息，已构成违约。 现原告陈某要求被告偿

还借款本息，法院予以支持。 但被告李某
向安某借款时，实际只收到借款本金 9.7
万元，根据法律规定，借款本金只能以借
款人实际收到的金额为准， 利息也只能
以实际收到的金额为基数计算。 同时，三
方约定的借款利率超过法律规定的标
准，应予调整。 另外，对原告陈某息上计
息的主张法院亦不予支持。 利息最高只
能以实际借款金额为基数、按月利率 ２%
从借款日起计算至借款本金偿清日止 ，
已支付的利息从中扣除。 依据相关法律
规定，遂作出上述判决。

转移后的债权可以息上计息吗
法院判决：不予支持

本报讯（通讯员 邓辉 张佩）
近日， 新田县法院审结了原告刘
某与被告孕婴店身体权纠纷一
案。 根据原、被告的过错程度，判
决被告孕婴店承担 60%的损失，即
赔偿原告 1.7 万余元。

原告在被告经营的游乐场办
理了游乐场会员卡（预付费）。 一
天，原告在其姨妈的陪同下，刷卡
进入被告经营的游乐场内玩耍 。
玩耍过程中， 原告从滑滑梯跳至
海洋球上时摔倒受伤，当时，其姨
妈未在游乐场内陪同。 原告住院
治疗 14 天共花费医疗费 7000 余
元。 经司法鉴定，其伤情为轻伤一
级，误工 210 日，护理 150 日，营养
90 日 ， 后期治疗费用预计 6000
元。 原告受伤后，被告未对原告进
行赔偿。

被告称， 孕婴店在其娱乐设
施处设置了 “请家长全程管好自
己的宝宝 ”“严禁攀高 严禁玩危
险动作”的提示，但游乐场内未安
排人员进行玩耍指导和保护。

针对网络求职被骗、简历被卖等
问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12 月
24 日公布《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
明确要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对用人
单位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进
行审查，不得泄露、非法出售、非法向
他人提供其收集的个人信息，违者将
被处罚。 规定将于 2021 年 3 月 1 日
起施行。

网络招聘在为求职者提供快捷
便利服务的同时，也出现了部分求职
者投递简历后屡遭陌生来电和短信
骚扰 ，甚至陷入非法传销 、情色招聘
陷阱等现象。

“针对这些问题 ，我们及时出台
规定，明确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应当健全用户信息保

护制度，不得泄露、篡改、毁损或者非
法出售、非法向他人提供其收集的个
人身份号码 、年龄 、性别 、住址 、联系
方式和用人单位经营状况等，违者将
依照《网络安全法》等予以处罚。 ”人
社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相关负责
人说。

按照规定，用人单位提供的招聘
信息应当合法真实，不得含有歧视性
内容。 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经营性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得向劳动者收取
押金 ，应当明示其服务项目 、收费标
准等事项。 发布招聘信息不真实、不
合法的 ，有违法所得的 ，将被没收违
法所得 ；情节严重的 ，将被吊销人力
资源服务许可证。

据新华社

齐先生：我是一家科技公司的技术员，公司与我订立的劳动合
同中约定了一年的竞业限制期，但未约定支付经济补偿金。 今年年
初，我与公司协商一致解除了劳动关系。 我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履
行了竞业限制，至今已有 5 个月，但原单位以劳动合同未约定补偿
金为由一直未向我支付补偿金。我可以要求单位支付竞业限制补偿
金吗，补偿标准为多少？

律师回复：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 23 条、第 24 条的规定，用
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
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
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竞业限制期限不得超过 2 年。作为技术人员，如
您负有保密义务， 则劳动合同中约定的竞业限制义务对您发生效
力，虽单位未与您约定竞业限制补偿金，如您确实已经按照约定履
行了竞业限制义务，您仍然有权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补偿金，未约定
支付方式及数额并不能免除单位的补偿义务。

关于补偿标准，最高法《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四）》第 6 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
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但未约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给
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要求用人单位按
照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 30%按
月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您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按照
劳动合同解除前 12 个月平均工资的 30%~60%按月支付经济补偿。
《解释（四）》第 6 条第二款还规定竞业限制补偿不得低于劳动合同
履行地最低工资标准。

未尽安全监管义务
孕婴店被判赔偿 1.7万元

求职被骗简历被卖？ 人社部出手了
《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保护你的个人信息

■法律咨询

■“微支招”

【法官说法】法院审理后认为，娱
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被告孕婴
店所经营的游乐场是面向儿童的游
乐场所，在内游玩的群体系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 为了保护幼儿的安全，被
告作为经营者应当承担安全保障义
务， 虽对游乐设施设置了警示提示，
但未在游乐场内安排安全监管人员
规范幼儿的游玩行为，存在安全监管
措施不严，管理不到位的问题。 因此，
被告孕婴店未充分履行安全保障义
务，对原告人身损害而产生的损失应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原告作为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其监护人或托管人应
在身旁陪同玩耍 ， 并注意规范其行
为，防止危险发生。 原告从滑滑梯跳
下存在一定的危险，陪同家属未及时
制止，因此原告在玩耍中受伤其监护
人亦应承担相应责任。 综上，根据《侵
权责任法 》等法律规定 ，判决原告刘
某对自身损害承担 40%的责任， 被告
孕婴店承担 60%的损失。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