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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所·案例

容留他人吸毒也是犯罪
【 案情简介 】
嫌疑人罗某某，男，1996 年 6 月
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汉族，大学文
化，无业。
2018 年 7 月中旬一日凌晨，罗
某某接到其友人黄某某的邀请，前
往位于上海市徐汇区石龙路某处的
音乐工作室， 与音乐创作的朋友高
某某（时为未成年人）一起进行音乐
创作。至凌晨 4 时许，高某某提
出吸食大麻放松，黄某某与
罗某某均未反对，且黄某
某也与高某某一同进行
吸食。
2018 年 9 月上旬，
该案中嫌疑人黄某某被
公安机关抓获，同年 12 月
31 日， 罗某某因涉嫌容留他
人吸毒罪被采取刑事拘留的强制措
施。 2019 年 2 月 1 日，经上海市金
山区人民检察院批准， 罗某某被执
行逮捕。
在案件的侦查阶段， 罗某某仅
向公安机关陈述了他在 2018 年 9
月上旬并未参与他人共同参与吸毒
及容留未成年人吸食大麻的情况，
但并未向公安机关供述其在 2018
年 7 月曾参与容留未成年人吸食毒
品的事实。

所有卷宗材料。 辩护人在分析了案
件的证据材料后， 认为本案的争议
焦点主要在于罗某某是否参与了
2018 年 7 月的犯罪行为及其行为是
否构成从犯。
根据案件的证据材料， 并再次
会见罗某某本人与其核实后， 罗某
某供述其在 7 月的确共同在音乐工
作室内一起进行音乐创作， 黄某某
与高某某均为其友人， 且上述音乐
工作室为罗某某与黄某某
共同租赁， 但当时罗某
某仅是在高某某提出
相关请求时没有制止
二人共同 吸 食 大 麻
的行为，其本人并没
有向二人提出吸食毒
品的建议，也没有参与
一起吸食大麻。 根据相关
法律规定，罗某某作为上述场所
的租赁人之一， 应当保证该场所使
用的合法性， 而大麻属于常见毒品
之一， 故而未成年人在其租赁的场
所内吸食毒品，已经触犯了《刑法》
第 354 条的规定， 构成容留他人吸
毒罪。
同时， 辩护人在全面分析了案
件事实后发现， 罗某某本身并不是
本案犯意的发起者， 在前往相关场
所前也没有与其他人员进行任何协
商， 更没有从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的
行为中收取任何利益。 罗某某本身
虽为租赁人之一，但在案发时，他实
际只是没有起到积极的阻拦义务，
但他的行为对于整个案件的发生及
推进， 都没有起到真正决定性的作

毒

【 争议焦点 】
嫌疑人罗某某 在 委 托 了 律 师
后，辩护人及时会见了罗某某，并在
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之后， 及时
前往检察院查阅了案件侦查阶段的

用。 故辩护人认为，罗某某在案件中
仅起到辅助作用，可以认定为从犯。
经过多次会见， 辩护人向罗某
某提供了法律咨询， 告知了如实供
述的法律规定， 罗某某在审查起诉
阶段时如实向公诉机关供述了自己
参与了 2018 年 7 月犯罪事实的情
况。

【 处理结果及法律思考 】
本案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指定由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审
理后，经过公开开庭审理，法院对案
件的事实情况以及证据材料进行了
全面的核实， 认定了罗某某容留未
成年人高某某吸食毒品的行为，并
且采纳了辩护人提出的关于罗某某
具有的包括从犯、 坦白等多项从轻
情节，并同意对其适用缓刑。 最终，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认定罗某某
犯容留他人吸毒罪， 判处有期徒刑
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一
千元。
吸毒不仅对人体与身心有一定
的危害作用， 还带给社会与家庭不
少的伤痛。 吸毒者在自我毁灭的同
时，也破害自己的家庭，并且对社会
生产力有巨大的破坏性， 因此毒品
对于每一个家庭及个人的危害都是
不可估量的， 近来更是出现了众多
的新型毒品， 而青少年在追求新颖
的过程中，如身处的社会环境复杂，
一时不慎就会踏上歧途。 所以，严厉
打击毒品犯罪、 提高青少年预防毒
品教育等措施都是不能或缺的环
国辉律师事务所 供稿
节。

警方提示

警惕“网络刷单”诈骗
网络刷单日进百金？ 坐在家里
就能赚钱？ 相信很多市民都收到过
这样的网络兼职信息：“鉴于您网购
信用良好，诚邀您刷单，在家可做，
操作简单，回报快速，工资日结”。 这
样“不费力又能快速赚钱的事”，不
少人都会心动吧。
大学生小李收到刷单兼职的邮
件后，按照邮件提示加了对方 QQ 好
友。 对方自称
“网络兼职招聘中心”，
可以给小李提供刷单兼职， 涉世未
深且对于刷单性质并不了解的小李
一听，觉的这钱来得快、方便，自己
时间又很充裕，于是选择了 10 万元
返现 8000 元一档的兼职刷单任务。
这时， 对方称刷手必须先垫付本金
并给小李发了需要刷单的商品。 第

一笔刷单 5 万元，对方返了 4000 元
给他， 于是小李深信不疑， 要求继
续。 随后， 他根据对方要求完成了
43 笔所谓的刷单任务， 共支付了 9
万余元。 然而再次要求返现时，对方
以尚未完成最后一单 10 万元的刷
单任务为由，拒绝返还本金。 直到此
时，小李才意识到对方可能是骗子，
于是马上报案。
刷单套路：1、 骗子通过网络或
短信发布刷单赚钱广告，以“足不出
户”、
“
轻松赚钱”等极具诱惑力的宣
传语引诱受害人；2、应聘后，骗子
会先下发一两个小额刷单任务，部
分骗子会退还本金和佣金，以刷小
单施以小利，让刷单人员尝到甜头
后开始抛出大额任务实施诈骗；3、

一家之言

骗子开始加大刷单任务数量与金
额，并以“卡单”、“必须刷完本单任
务才能结算”等理由让受害人投入
更多钱款，以此循环往复；4、一旦
受害人起疑想拿回本金，立刻会被
骗子拉黑。 警方在此提醒市民：刷
单行为本身就涉嫌违法，网络兼职
应选择正规的平台。 若招聘方要求
垫付或缴纳费用的，一定要提高警
惕！ 如发现被骗，请保留相关证据，
及时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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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救冲动型的离婚
——
—
“
预约离婚”
【 事件 】
针对当前离婚率不断攀高的现象， 山东省
青岛市崂山区自今年 1 月份起探索实行离婚预
约登记制度， 其目的在于给冲动离婚的夫妻提
供一个缓冲期，让他们有时间通过沟通、协商等
方法冷静地处理婚姻关系。 自此制度实行以来，
这项措施挽救了不少冲动离婚的夫妻。

【 评说 】
离婚预约登记制度是一种可贵的探索，为
离婚双方设置一定的缓冲时间， 是对婚姻的有
效拯救，其现实积极意义可见一斑。
随着社会价值的多元化， 传统意义上的婚
姻家庭关系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离婚率的不断
上升直接冲击着以家庭为细胞的社会关系架
构，婚姻被沦为了
“易碎品”。 结婚与离婚真的如
同穿衣服般容易吗? 高离婚率留下了诸多不稳
定的社会因素， 必要的社会干预就显得更为迫
切与重要。
“预约离婚” 就是一种拯救性的社会“干
预”。 从诸多的离婚个案来看，情感一时的冲动
占多数。 都说“冲动是魔鬼”，意气用事会令一个
婚姻支解，这对婚姻当事人双方来说，并非意味
着一种解脱，恰恰相反，更多的是一种伤害。“预
约离婚”为离婚当事人预留一定时间空间，冷静
之后可以有更多的反思， 对婚姻现状做出更为
理性的研判，从而生出谅解与包容的情怀。 这一
切都是对离婚的积极挽救。
“预约离婚”是婚姻登记机关在离婚程序上
做出一种人性化的调整改革，充分体现人本主
旨。 那么在预约的时间里，如果有社会“干预”
的纵深推进则更佳。 这几年，许多城市出现“婚
姻医院”，旨在为婚姻出现“红灯”的当事人提
供补救的“良方”，尽管这些“婚姻医院”以营利
为目的，但对阻断高离婚率也有一定的现实作
用。
“预约离婚”还应该让“婚姻医院”及时跟
进。 不妨由婚姻登记机关和妇联等社会团体共
同组建“婚姻医院”，进一步体现社会性、公益性
的功能，为濒临“危机”的婚姻提供更多的调解、
疏导与劝和等服务。 这样一来，“预约离婚”在挽
救婚姻方面就能发挥出“四两拨千斤”的社会价
来源：网络
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