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 老人不慎摔入水沟
据了解， 王某于 2014 年 10 月 16

日和一些老人去一家疗养院旅游，所
报两天休闲游玩服务项目， 包括两正
餐一早餐，住宿一晚，免费享用温泉、
矿泉泳池及多项娱乐； 另送登山或流
溪河边漫游项目， 其中包括某疗养院
所有室内及室外游玩场所游玩项目。

2014 年 10 月 16 日晚， 王某与其
他老人吃完晚饭后， 在疗养院的露天
舞池跳广场舞。 当天晚上 8 时许，王某
摔入舞池附近的沟渠受伤。 当晚 10 时
55 分，王某被送往医院救治，经抢救无
效死亡。

家属 水沟附近无防护措施
水沟附近无防护措施王某家属表

示，发生事故的地方没装路灯，环境光
线很暗； 沟渠两岸及沟渠上的小桥没
有任何栅栏及防护措施， 也没有任何
警示标志与警示说明。 老人过世后，疗

养院也从未表示过慰问及歉意， 反而
指责是王某的过错。

老人的家人说，老人过世后，他们
曾多次与疗养院交涉， 但疗养院一方
毫无悔意，拒绝赔偿，连为老人参保的
旅游保险金赔款 50000 元， 疗养院也
拒绝办理理赔手续。 王某的家人认为，
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营业场所， 特别
是服务于老人这个特殊群体的经营场
所， 经营者没有尽到法定的安全保障
义务，其场所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故
理应承担责任。 王某家人遂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判令疗养院赔偿医疗费、丧
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
计 39 万余元。

疗养院 她去水沟方便出事
疗养院一方则辩称， 事发地点为

其经营场所与外界的分界线。 水沟一
边包括舞池、 泳池等场所为其营业场
所，水沟另一边是农户土地。 王某被发
现时， 是在水沟靠近外边农户土地的

一边，因此不属于其营业场所。 且王某
在室外露天舞沲跳广场舞休息期间内
急， 其没有选择疗养院内配备的公共
卫生间，反而是走到位于疗养院区外、
没有灯光的沟渠旁边离道路 4 米远的
地方小便，不慎掉入沟渠受伤。

疗养院一方认为， 已经在院区主
要道路均已安装照明设备及相应安全
设施， 但不可能在每一个角落都安装
照明设备， 疗养院已经在合理限度范
围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不应该承担
赔偿责任。

法院 l 疗养院未做好安保
法院审理查明： 事发地的水沟靠

近舞池一侧及水沟上通往对岸的小桥
上无护栏等安全防护措施， 且无安全
警示标志，夜晚时该处无路灯，存在一
定的安全隐患。

法院审理后认为， 事发地点为舞
池附近的水沟， 无论该水沟是在某疗
养院经营场所范围内， 还是作为其经
营场所与外界的分界线， 某疗养院作
为对公众开放的营业机构， 均有对该
水沟设置相应安全防护措施及设置警
示标志的义务。 王某掉入该水沟受伤
死亡， 某疗养院对该损害结果的发生
存在过错。

但王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 对自己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应有
自己的判断，并负有必要的注意义务。
虽然事发地点没有相应的安全防护措
施， 但王某跳舞的舞池与其掉入的水
沟间具有一段距离。 王某自行走到没
有相应安全防护措施的水沟导致事故
发生， 其本人亦应对本次事故的发生
承担责任， 且其行为是导致本次事故
发生的主要原因。 王某应对本次事故
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 某疗养院承担
次要责任。 综合考虑双方对于本次事
故发生的过错程度， 从化法院判决疗
养院应赔偿王某家人损失（合计 29 万
余元）的 20%即 5.8 万余元。 (信时)

2015 新《广告法》解读（2）

禁止烟草类变相广告
烟草广告数量

占比较少，烟草广告
秩序比较好。但尽管
如此，新广告法对烟
草广告作了更加严
格的规定，禁止在一

切大众媒体和公共场所发布烟草广告，
禁止变相发布违法广告。烟草制品生产

者或者销售者不得利用其他商品或者
服务的广告、公益广告，宣传烟草制品
名称、商标、包装、装潢以及类似内容。
总体上看，与旧《广告法》相比，修订后
的新广告法， 不仅在内容上有很大扩
充，而且把很多原来比较原则的规定进
一步细化，使之更加具体，可操作性也
大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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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们们是是你你免免费费的的律律师师顾顾问问

乘客在下班高峰期穿拖鞋在轨道
站台候车时，不慎摔倒致骨折。日前，重
庆第五中级法院对此案进行二审判决：
维持原判，认定重庆轨道集团没有尽到
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承担60%的赔偿
责任。

2014年7月6日，沈先生欲乘坐轨道
交通前往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车站。在
红旗河沟车站换乘时不慎摔倒在车站
内，导致右膝盖受伤。事发后，轨道集团
站内工作人员拨打120急救电话， 由救
护车送至医院住院治疗。 经诊断，沈先
生为右髌骨粉碎性骨折。 住院治疗期
间，轨道集团支付了全部医疗费及护理

费近7万元。
法院一审认为，沈先生在运输过程

中摔倒受伤， 轨道集团作为运输企业，
在运输过程中负有保障乘客人身安全
的义务，且无直接证据证明其尽到合理
的安全保障义务，故应对损害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沈先生也未能举示证据，
证实摔倒系站内地面湿滑所致，而且其
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意识到
下班高峰时段车站内人流众多，穿着拖
鞋不便行走且容易发生摔倒，因此沈先
生自身存在一定的过错。 轨道集团不服
一审判决上诉，重庆第五中级法院驳回
其上诉维持原判。 （晨报）

男子乘轻轨摔倒致残
轨道集团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被判担责60%

车在暴雨中行驶很容易熄火受损，
车主去理赔又往往要吃“闭门羹”。 12月
2日， 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审结这起
保险合同纠纷案，一审判决保险公司赔
付全部4万元的修理费。

今年8月9日至10日，受台风“苏迪
罗”影响，浙江省临海市江南街道下大
暴雨。 8月10日上午，李先生驾驶宝马
轿车去上班途中， 汽车因暴雨突然熄
火。 李先生随即拨打保险公司电话，车
辆被拖到宝马4S店维修， 经检查是发
动机损坏，维修费花了4万元。 李先生
的宝马车是今年7月刚买的，投保了机
动车商业险， 车损险的赔偿限额为67
万元，保险期限至2016年7月1日止。 然
而，当李先生向保险公司理赔时，保险
公司却只赔1万余元。 为此，李先生遂

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全额赔偿。
法院审理后认为 ，发动机是车辆

不可分割 、关键的部件 ，而且保险单
载明的新车购置价和车损险赔偿限
额一致 ，因此涉案车辆的发动机属于
保险标的一部分 。 此外 ，虽然车损险
保险条款第七条对发动机进水后导
致的发动机损失作 为 免 赔 约 定 ，但
“暴雨 ”和一般 “发动机进水后导致的
发动机损坏 ”有所不同 ，根据该案发
生时的气象 ，暴雨应当是保险事故发
生的关键原因 ， 车辆遭受的损失 ，符
合 “暴雨责任 ”的保险条款 ，故保险公
司应当承担理赔责任 。 保险公司辩称
发动机损坏系二次启动原因没有依
据 ，不予采信 。 据此 ，法院判决支持李
先生的诉讼请求 。 (人法)

车辆暴雨中熄火受损
符合“暴雨责任”保险条款，保险公司被判全赔

老人跳舞落水身亡
涉事疗养院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被判担责 20%
老人王某和其他老人一起，报团参加了广州市从化区某疗养院的休闲游，晚上和其

他老人一起跳舞时，不慎掉入舞池附近的水沟，后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 为此，其
家属将该疗养院经营者告上法庭。记者近日获悉，广州从化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判决疗养
院担责 20%，赔偿其家属 5.8 万余元。

患重病不能工作
遭解聘可获哪些补偿？

郭女士问： 我老公在一家化工企业
工作 8 年，去年下半年确诊为尿毒症。经
咨询得知，他已不能从事原来的工作。但
企业也没有其它适合他的工作岗位可调
换。 单位告诉我们要辞退我老公，请问，
若被辞退可以得到哪些补偿吗？

解答：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
而解除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按其在
本单位的工作年限， 每满一年发给相当
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 同时还应
发给不低于六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
患重病和绝症的还应增加医疗补助费。
企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为你老公九个
月的工资， 重病医疗补助费也为九个月
的工资，合计十八个月的工资。

婚前房产
如何办更名手续？
黄女士问： 婚前男方出资购买的房

子，房产证写着女方名字，现要离婚，女
方同意将房子还给男方， 房子目前还在
还贷。请问，需要怎么样办理手续比较省
钱快捷？

解答： 既然男女双方对房屋的变更
登记没有争议， 那么就应当视其他问题
有无纠纷， 来决定如何办理房屋产权变
更登记手续。

1.如果对于离婚和其他财产分割双
方均无争议， 那就先到民政部门登记离
婚，在离婚协议中把财产的分割写清楚，
再持离婚证和离婚协议到房产登记部门
办理房屋变更登记。

2.如果对于离婚或其他财产分割双
方存在争议， 那就先订一个关于房屋产
权更名的协议， 然后到房屋登记部门办
理房屋产权更名登记。 最后再到法院起
诉离婚，解决争议。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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