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鸡”靠的不是技术而是外挂

“大吉大利，今晚吃鸡”——随

着热门网络竞技游戏“绝地求生”

的流行，这句游戏“台词”也越来

越走红。在游戏中，只有依靠技

术和运气击败所有人，生存到最

后的玩家，才能“吃鸡”（即取

胜）。可有少数玩家为了“吃鸡”，

剑走偏锋，不惜花钱采用游戏外

挂来取胜。

【案情】
从 2019 年 3 月份开始，游戏爱好

者唐某在游戏QQ群中了解到“绝地求

生”存在外挂程序“VK”“太极”等，使

用后能在游戏中实现“透视”“自动瞄

准”“显示玩家信息”“附近物品信息”

等功能。用外挂试玩后，唐某不仅享

受到了胜利的满足感，还从中发现了

“商机”——可以从上家（另案处理）处

拿外挂贩卖牟利。

唐某说，上家负责将外挂及后续

更新的版本上传到网盘，他收款后，将

下载地址及密码告知买家。

韩某是唐某的下家。2019 年 4 月

起，韩某在多个QQ群发布售卖游戏外

挂的消息。“刚开始我只是帮助群主回

复消息收取提成，后来发现卖这个更

赚钱。”韩某说，此后她自己建立了多

个QQ群独立售卖游戏外挂。

据查，2019 年 3 月至 8 月期间，唐

某通过网络代理及自己直接销售的方

式累计出售游戏外挂超过 600 次，韩

某在QQ群内累计出售 120余次。

近日，某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

件。鉴于被告人唐某、韩某归案后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均自愿认罪认罚，

最终法院判决两被告人犯提供侵入、

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

罪，判处被告人唐某有期徒刑 3 年，缓

刑 5 年，并处罚金 15000 元；判处被告

人韩某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4 年，并处

罚金 12000元。

【释法】
游戏外挂是一种非法程序，能够

对游戏运行程序实施未加授权的增

加、修改等操作，对游戏的正常操作流

程和正常运行方式造成了干扰和破

坏。被告人唐某、韩某为他人提供外

挂并借此牟利，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

已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

息系统程序、工具罪。根据相关司法

解释，有该行为的，只要达到销售对象

达 20 人次、违法所得达到 5000 元、造

成经济损失 10000 元以上这三种情形

之一的，即属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已

经构罪；如果达到上述数据的 5 倍，即

属情节特别严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85 条

规定，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

息系统程序、工具罪，情节严重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3 年以

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许多人不知道贩卖游戏外挂会构

成犯罪，也有部分卖家明知后果仍存

在侥幸心理铤而走险。法官在此提

醒，广大网民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和游戏规则，共同营造公平清

朗的互联网环境。 文/清溪 王小云

原来，原告以为此案已在某法院诉

讼过，原件已提交给某法院，现再次向

某区法院起诉，如果法官提出要核对原

件，就可以大胆地说“原件已交由某法

院，没有原件了”，这样就可以在管辖条

款上动手脚了。

为了能在该地起诉，原告找了空白

的格式合同，在管辖那一页上偷偷加上

“某州”两字，混入合同复印件中。原以

为管辖条款这么小的细节，法院是不会

去仔细核对的，一定可以蒙混过关，没

想到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事情败露后，原告向法院申请撤

诉。因原告为规避管辖，故意对合同原

件及复印件进行更改，伪造证据，严重

妨碍案件审理，对于这种不诚信诉讼行

为，某区法院对原告处以5万元罚款。

某区法院承办此案的法官李晓玲

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34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

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

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

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

际联系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

本案中，根据原告曾提交给某法院

的合同原件显示，原告应至某法院起诉

立案。而原告为了本案能在某区法院

受理，在空白格式合同上加上“某州”二

字，原告属于伪造证据。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原告的上述行为属于虚假诉讼行

为。 文/尹衫 唐佳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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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释法

案情 ▶ 为方便诉讼在合同上做手脚

说法 ▶ 法院对原告处以5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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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为规避管辖 合同上偷加两字
不诚信诉讼行为严重妨碍案件审理，原告被罚款5万元

自己偷偷在合同管辖上加上“某州”两字就可以在该法
院起诉了？近日，某区法院发现一起原告为规避管辖、方便
自己诉讼，偷偷在合同管辖条款上添加“某州”两字的不诚
信诉讼行为。法院依法对原告处以5万元罚款。

2019年 9月，某区法院收到一起追

偿权纠纷案，原告某汽车销售服务公

司起诉称：被告武某曾于 2016 年因购

买车辆与原告签订信用卡购车分期付

款服务合同，委托原告代办车辆按揭

贷款并提供担保。但被告武某在向银

行支付了几期贷款后，逾期不还，导致

原告向银行承担了保证责任，于 2018
年 5 月至 2019 年 5 月共向银行垫付了

3.5万余元。现请求判令被告武某归还

原告垫付的款项 3.5万余元，并支付违

约金，被告赵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原告向某区法院提交了与两被告

签订的信用卡购车分期付款服务合同

复印件，上面显示管辖条款为：“如协

商不成时提请合同签订地某区法院诉

讼解决”。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某区

法院于当日立案。

“上一次是在某法院起诉我的，这

次怎么到某区法院来了？”被告在调解

时的一句嘀咕，引起了承办法官的注

意。

2019年 10月 17日，承办法官将原

告的委托代理人——公司员工王某传

唤至法院询问。“合同复印件和原件是

一致的，这个我保证。”王某说，合同原

件上约定的管辖就是“合同签订地”，

“至于之前的事情，因为不是由我委托

代理的，所以不知情”。

承办法官随即查阅了某法院的电

子 卷 宗 ，确 认 某 汽 车 销 售 公 司 曾 于

2018年 7月向某法院起诉武某、赵某要

求归还 2018 年 5 月之前垫付的 4 期款

项，某法院判决被告支付原告代偿的

款项 1 万元及利息损失。而案卷中信

用卡购车分期付款服务合同原件显示

合同签订地并非在某区法院所在地。

2019年 10月 24日，承办法官再次

将原告委托代理人王某传唤至法院。

这次，在看到某法院的案卷资料后，王

某终于承认原告在起诉时对合同的复

印件动了手脚。

法官：贩卖游戏外挂触犯刑法

编辑同志：

我在一家手机专卖店买了一部某品牌新款手机。用

了 4 个月后，因手机意外碎屏，前往该专卖店换屏。维修

人员检测出手机电路缺少零件，很可能影响手机的后期

使用。专卖店工作人员称，他们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如

换新机，要再支付 400 余元。我认为这是产品质量问题，

且影响到我正常使用，更换新机不应支付费用。请问，我

该如何维权？

读者 单丹

单丹：

你的手机检测出电路缺少零件，如经鉴定属产品质

量问题，而非人为损坏，你可向专卖店主张免费维修、更

换或退货。

根据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对于售出的商品有不符合

质量要求的，销售者应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给购买产品

的消费者造成损失的，销售者应赔偿损失：销售者依照规

定负责修理、更换、退货、赔偿损失后，属于生产者责任

的，销售者有权向生产者追偿。若专卖店拒绝你的主张，

你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请求消费者协会调

解，或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没领结婚证同居 是否有还款义务

编辑同志：

我和张某都有不幸的婚姻经历，尽管很合得来，但都

没有再婚意愿。我将名下房产出售后住在张某家，从

2012 年以来一直共同生活，如今我因生意出现问题欠了

债务，请问，张某是否应承担一定还款责任？

读者 孟贤良

孟贤良：

根据《关于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

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同

居期间为共同生产、生活形成的债权、债务，可按共同债

权、债务处理。

如你的债务是双方为共同生活、生产经营需要所负，

则应视为同居期间的共同债务；如债务系你用于个人生

意，供个人花销，则属于个人债务。

若有证据证明该债务用于你与张某同居期间的共同

生活使用，则你可向张某主张共同承担债务。

业主私自圈地种菜 物业应如何处理

专卖店买手机 质量问题如何维权

编辑同志：

业主徐某在小区家门口绿化带内私自种植蔬菜，小

区物业公司及业主委员会决定重新栽种花草树木，但徐

某阻碍物业工作人员种植。请问，对此应当怎么办？

读者 张烨

张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 73 条规定：“建筑区划

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

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

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小区绿地的土地使用权及附着

物所有权属于小区业主，因此徐某在小区门口“圈地种

菜”，侵犯了其他业主的共有权利，依法小区业委会或小

区物业公司可以提起诉讼主张相应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