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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泽君（成都）律师事务所方

毅律师认为，从薛某明的陈述来看，刘乙
只是将身份证借走，却未告知使用用途。

“从本质上来看，是属于盗用，理所当然
要为此承担责任。”方毅认为，但从刘乙
的陈述来看，则属于借用，属于双方约
定，事后刘乙愿意承担责任，属于对前面
借用行为和结果进行的追认。

四川及第律师事务所邢连超认为，凭
借当事人双方陈述信息，可以确认两点，第
一，双方是同事；第二，一方同意将身份证
借给另外一方。“基于这两点，就可以认定
委托一事成立，与陌生人盗用不一样，被委
托人把身份证拿去开店以及由此造成的法
律后果自己要承担，承担责任多少，由法院
进行判决。”邢连超认为，至于双方协商结
果，则属于自愿行为，法律不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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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主人：
刚做完检查几天，
猫就出问题了

10月20日，长沙的吴先生在朋
友推荐下到成都，花了5000元买了
一只斯芬克斯无毛猫，由于价钱较
高，为保证双方利益，在吴先生的
建议下，他们在大众点评上找了一
家5星排名的“猫研所互联网动物
医院”进行购买前的体检。吴先生
告诉记者，当时他和卖方一起做的
项目包括：体格检查、粪便常规检
查、耳分泌物检查、血常规检查、抗
体检查、皮肤采样镜检以及细小检
查，加上补打了一针疫苗，总计花费
400多元。

但吴先生说，“医生做体检时
就感觉很不专业。”首先，在用伍德
灯对猫做体格检查时，吴先生发现
猫腿部有异常，怀疑是猫癣，但医
生都没发现，在他要求下，医生才
取了该部位的组织进行镜检，最后
结果显示没问题。其次，猫曾经打
过一次疫苗，在抗体检测报告中，
猫瘟和疱疹病毒抗体检测为S2，均
不达标，而杯状病毒抗体一项达
S5，远超正常值S3，结合猫现场有
流泪现象，吴先生咨询了他的宠物
医生朋友，其朋友告知可以做进一
步检查确认，吴先生反映了该问题
后，医生告知：在眼部分泌物不够
的情况下，可能检测出来也是阴
性。最后就医生的判断，加之他跟
卖家沟通猫平时的情况后，吴先生
认为该猫应该没问题，补种一针疫
苗后，他们便离开了医院。

但刚做完检查几天，猫就出问
题了。吴先生说，在医院做完检查
后，遵照猫打完疫苗应在7天后才托
运的医嘱，猫被放在卖家处寄养，但
他发现，几天过去了猫并没有什么
异常，所以未等到7天，5天后（10月
25日），吴先生便把该猫通过航空托
运回长沙。不久后，吴先生就发现猫
之前采样做镜检的同一部位，发生
了猫癣，他自己也被传染了，医生确
认其感染的是猫癣。

不仅如此，两三天后，猫还出
现流泪和打喷嚏的情况，并于11月
13日确诊感染“猫杯状病毒”。吴先
生告诉记者，他原本准备拿这只猫
当种猫繁育，但现在，猫患了猫癣
后腿部有一块白色，很影响品相，
而且“猫杯状病毒”会携带一生，随
时可能会复发，现在的治疗已经花
了近2000元，后续的治疗和损失，
谁来负责？

吴先生说，猫染病后他排除
了对卖家的怀疑，原因是做检查
的宠物医院是他自己找的，而且
如果卖家知道猫有病，还敢陪着
买主一起去医院检查吗？他认为，
这样的情况是由于院方检查不规
范造成的，“为何在同一部位采样
检查都没问题，几天之后却在同
一部位发生猫癣？如果当时在我
怀疑猫有杯状病毒时，医生也要
求我做进一步检查，若当时我没
做，现在肯定不会怪医院。但是医
生当时是在我主动询问有没有必
要做进一步检查时，才告知我‘没
症状，检查出来也可能是阴性’。”
吴先生认为，是医生这样的话让
他更加确信猫是健康的。

宠物医院：
没说过这猫是可以买的

宠物医院到底有没有误诊呢？
吴先生说，在发现猫患上猫癣当日，
他就与该院客服沟通，得到的回应
是：皮肤化验只能说明当时的情况，
和病灶样本和采样量都有一定关
系，建议复查皮肤情况。

在吴先生告知猫感染“猫杯状
病毒”后，该宠物医院医生曾承诺

“可以赔”，但后面又出具了一个体

检情况说明，并全盘推翻之前的赔
偿承诺。记者联系上该家宠物医院，
主管徐女士告诉记者，发生此事后，
医院立即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解，还
原了当天的检查。她告诉记者，在当
天皮肤检查中，医生发现猫背部有
少量红色斑点，取样镜检结果未见
明显异常，疑红色斑点为无毛猫油
脂分泌旺盛所致。

在抗体检测中，杯状病毒抗体
滴度为S5，较高。对于该检测结果，
鉴于猫此前已注射过疫苗，医生便
告知，可能是猫免疫原性较好，疫苗
接种生效的结果，“但也不排除之前
有接触病毒（染病）的可能性。”

吴先生并不认同医院的说法，
他告诉记者，医生最开始并没有告
知猫之前有接触病毒的可能，而是
他主动提出来后医生才说有可能
的，并且还告知说“没症状，检查出
来也可能是阴性”。

当事曾医生告诉记者，当时猫
并没有感染杯状病毒的临床表现，
包括她在内的3名人员都对猫流泪
和出现黑褐色眼垢的情况进行多次
检测，并未发现相关症状，所以她才
告知宠物主人进一步检查可能也呈
阴性，后来宠物主人也并未要求做
进一步检查。

而对于之后出现猫癣和感染
“猫杯状病毒”，徐女士认为，有可能
当时检查时，病毒正处于潜伏期。其
次，也不排除注射疫苗后又长途托
运，出现免疫力下降，感染该病毒的
可能。同时，徐女士还强调一个时间
问题，10月20日做检查，11月上旬才
联系医院告知猫可能感染杯状病
毒，“时间过去那么久，猫的健康状
况也发生改变，并不能证明检测时
就出了问题。”而且，医生在整个过
程中对吴先生买猫做检查并不知
情，“我们只是一家宠物医院，并不
是第三方评估机构，而且在就诊全
程，医生也并没有告知他这只猫是
健康的，是可以买的。”

徐女士告诉记者，宠物主人在
沟通过程中很激动，要求他们赔偿
精神损失费。徐女士称，对于猫生
病，他们也感到很惋惜，也可以给予
一定的补偿，但具体多少金额，还需
当事人与医院沟通。

业内人士：
若有异常，
医生应尽到告知义务

那诊疗环节中医生是否存在
诊疗不规范的情况呢？据成都一
位从业12年的宠物医院院长刘医
生介绍，猫感染杯状病毒确实有
潜伏期，在间隔十多天后发病，并
不能确定病毒是否在之前检查时
就存在。

就该猫的抗体检查报告而言，
猫瘟和疱疹病毒抗体检测为S2未
达标，杯状病毒抗体超标达S5，客
观地讲，如果宠物主人怀疑猫有相
关病症，医生就应让宠物主人把检
查做完。

刘医生认为，在当时没有临床
表现的情况下，这家医院做的检查
还是比较到位的，唯一没站住脚的，
就是报告中杯状病毒抗体有S5偏高
的表现，但医院没有建议去做PCR
检查。他说，作为医生，这种情况他
还是会建议去做，医生要尽到告知
义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
挺 章玲

身份证给别人用用
遇官司银行卡被冻

▶▶ 今年今年88月月，，4949岁的岁的
北京人薛某明发现自北京人薛某明发现自
己的银行卡被法院冻己的银行卡被法院冻
结了结了，，后经查证得知后经查证得知，，
20182018年年，，薛某明涉及薛某明涉及
一起判决一起判决，，他名下一个他名下一个
淘宝店铺涉嫌卖假酒淘宝店铺涉嫌卖假酒，，
被人起诉侵权被人起诉侵权，，成都中成都中
级人民法院判决赔偿级人民法院判决赔偿
44万元万元。“。“我连支付宝我连支付宝
都不会用都不会用，，怎么会懂开怎么会懂开
网店网店？”？”薛某薛某明明说说。。

▶▶ 怀疑身份信息被人怀疑身份信息被人
冒用冒用，，他和姐姐一起到他和姐姐一起到
成都成都，，向四川省高级人向四川省高级人
民法院申请再审民法院申请再审。。88月月
1616日日，，省高院立案审省高院立案审
查查。。1010月月3030日日，，薛某明薛某明
在北京海淀区苏家坨在北京海淀区苏家坨
派出所报案称派出所报案称““被他人被他人
冒用信息冒用信息”，”，警方立警方立案案。。

▶▶ 记者调记者调查发现查发现，，卖卖
假酒的淘宝店主名为假酒的淘宝店主名为
刘乙刘乙，，是薛某明的前同是薛某明的前同
事事，，因为想多开几家淘因为想多开几家淘
宝店宝店，，所以借用了薛某所以借用了薛某
明的身份证明的身份证。。

薛某明是北京人，今年49岁，
是一名送货司机，今年8月，他在
商店买水时，突然发现微信绑定
的工资卡无法付款了。“他月薪四
五千元，卡内当时有3万多块。”薛
某明姐姐薛某军说，因为弟弟言
语表达不清，此事委托她全权代
为处理。

事后，姐弟两人在银行了解
到，2017年，薛某明名下名为“美
酒行”的淘宝店铺因为卖假酒，
被烟台张裕葡萄酒股份有限公
司起诉，2018年4月16日，成都中
级人民法院判决，薛某明赔偿4
万元，外加案件受理费2400元，
共计4.24万元。在此案中，法院
采取公告方式送达判决书，薛某
明缺席审判，因为迟迟不兑付赔
偿金，薛某明被强制执行，银行
卡被冻结。

“我什么都不懂，连支付宝都
不会用，最多就会用微信付钱。”
薛某明说，他曾经弄丢过身份证，
他怀疑有人冒用他的身份证注册
了公司，开了网店。

事出紧急，8月13日，姐弟
俩从北京赶往成都，从成都中
院调取了案卷。案卷显示，涉事
的个体户工商注册信息名为成
华区明成利商贸部，2017年3月
22日，一名为“徐珂伊”的代理
人，前往成华区双水碾市场监
督管理所注册了这家公司，登
记信息显示，里面有薛某明的
身份证复印件。“房屋租赁合
同、委托代理书上都不是我的
签字。”薛某明说。

按照工商预留信息，薛某军
拨打了徐珂伊的电话，想了解事
情原委，但电话无法接通。公开的
工商信息显示，这家店铺依然存
续。不得已，姐弟俩赶往成华区双
水碾市场监督管理所，以“从未委
托他人办理营业执照，是他人冒
用身份信息办理营业执照”为由，
要求该监督管理所对该店铺予以
注销，该所签字“情况属实”，并加
盖公章，予以注销。

“我们还拨打了支付宝的客
服电话，想看看绑定关联的两个
手机号码到底是谁的。”薛某军
说，支付宝客服提供了前三位和
后四位，经过比对，她推测，一个
号码属于薛某明，另一个就是真
正的店主。“查到这里就再也查不
下去了。”

以 身 份 信 息 被 人 冒 用 为
由，薛某明向四川省高级人民
法院申请再审，8月16日，省高
院立案审查。10月30日，薛某
明 在 北 京 海 淀 区 苏 家 坨 派 出
所报案称“被他人冒用信息”，
警方立案。

一场
麻烦

发现银行卡被冻结
怀疑有人

冒用信息注册公司

记者梳理薛某明的案卷发现，
里面有代理人徐珂伊的身份证复印
件和店铺租赁的房产证复印件，经
营地点位于成华区荆翠中路317号
10栋1层，房东名为高女士。

公开的工商信息显示，用该地
址注册的企业多达789家，甚至在一
个月内就注册了几家公司。记者找
到这个地点，目前经营的是一家肥
肠血旺豆汤饭餐馆，店主的房东正
是高女士。

当着记者的面，店主用微信联
系了高女士爱人，并将薛某明与高
女士的合同传给他核对。“从来没有

签过这个合同。”高女士爱人说。循
着徐珂伊的身份证地址，记者找到
了她家，经多方信息核实，徐珂伊居
住地址和电话未变，可无人应门，电
话一直忙音。

11月7日，记者在淘宝上检索
“美酒行”，该店铺依然存在，被起诉
的那款张裕解百纳红酒已经不在，
该店铺产品以洋酒为主，更换了营
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一照一
证”的办理时间分别为9月25日和9
月29日，令人意外的是，法定代表人
依然是薛某明，此次办证地点为湖
南省耒阳市。

“美酒行”的店主到底是谁？11
月10日，记者向淘宝相关负责人求
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店铺使用了
薛某明的身份证，薛某明曾经多次
进行实人认证。

“实人认证需要经营者眨眼、张
嘴或者摇头，以确认是他本人，从我们
的数据反馈来看，当事人不止一次地
做过实人认证。”淘宝相关负责人说，
对于美酒行2017年卖假酒一事，淘宝
对它进行了相应的处罚。这名负责人
表示，从整个流程来看，淘宝流程没有
问题，而淘宝的数据反馈与薛某明反
映的个人信息被冒用“有些冲突”。

以向“美酒行”下订单为由，记
者通过“美酒行”客服拿到了店铺负
责人刘甲的电话。“薛某明是我弟弟
刘乙以前的同事，这事他们之间到
底是怎么回事，需要三方坐下来谈
谈。”刘甲说。

此时，薛某明才回忆起，2017年，
他曾经将身份证借给一个名为刘乙
的年轻同事。

“他当时借我身份证，也没有说
干什么，我只问了一句违法不，他告
诉我不违法。”薛某明说，刘乙曾经让
他对手机摇头、点头，“当时我还以为
大家在做游戏，后来刘乙离职，大家

联系变少，从来没想过他会坑我。”
11月12日，在双方家人的见证

下，薛某明和刘乙见面协商，在协
商中，薛某明索赔8万，这些费用包
括裁判书要求支付的4.24万以及姐
弟俩来往成都的路费、聘请律师等
费用。

“法院判决的部分我们肯定会承
担，11月18日再协商一下，其他部分
看看能不能再少给一点，不能的话就
只有全部承担了。”刘乙在接受采访
时否认冒用身份信息，“借用薛某明
身份证，是想多开几家淘宝店，怎么
可能随便就拿走身份证？我们做了两

三年同事，关系很好的，淘宝认证，不
仅需要身份证，还需要验证人和银行
卡之类的。”对于工商营业执照为何
不在北京办理，刘乙说，“这个在圈子
内不是很普遍的吗？办理的时候都要
把身份证邮寄过去。”

11月17日，“美酒行”淘宝店已经
关闭，刘乙解释说：“薛某明提出不能
再用他的身份信息，若再用就属于冒
用；我们当时也不清楚以前的营业执
照为什么被注销了，新办了一个。”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美
兰 实习生 李欢 摄影报道

（文中人物系化名）

循迹追查
经营地点位于成都 同一地址注册了700多家企业

借用？冒用？
前同事回应：否认冒用，愿意承担责任

买猫体检没几天
人猫双双染猫癣

谁之责？
来自湖南长沙的吴来自湖南长沙的吴

先生最近特别糟心先生最近特别糟心：：来成来成
都买只猫都买只猫，，在宠物医院做在宠物医院做
了新猫体检后放心付了了新猫体检后放心付了
买猫的费用买猫的费用，，结果结果55天后天后
猫突发猫癣猫突发猫癣，，自己也被传自己也被传
染染。。不仅如此不仅如此，，随后猫又随后猫又
被确诊感染被确诊感染““猫杯状病猫杯状病
毒毒””……猫到手后才发……猫到手后才发
病病，，买猫的费用肯定是不买猫的费用肯定是不
能退了能退了。。吴先生非常生吴先生非常生
气气，，猫有疾病猫有疾病，，为何当初为何当初
在体检时没查出在体检时没查出？“？“如果如果
当时检查有问题当时检查有问题，，就不会就不会
买了买了。”。”他认为他认为，，是宠物医是宠物医
院的误诊才导致他去买院的误诊才导致他去买
这只猫这只猫，，才有后面一系列才有后面一系列
问题问题，，他希望宠物医院能他希望宠物医院能
承担相应责任承担相应责任。。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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