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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观察FZ

看图说事FZ

全国首次快递实名制专项整治于日前开
展，浙江省瑞安市等地的申通、圆通 30 个快
递网点，因未落实快递实名收寄、开箱验视等
规定，涉嫌违反反恐法被予以查封。（9 月 12
日《北京青年报》）

在不少快递网点、快递企业看来，《快递
安全生产操作规范》自去年 6 月实施，尽管提
出了快递实名制的要求，但作为国家行业标
准并不具备强制力，只有指导性，不落实也没
什么大不了的。实际情况也表明，此操作规
范实施一年多，快递实名制仍然是有名无实，

“哆啦 a 梦”“欢乐颂”等名字仍然可以无阻碍
寄件，鲜有快递企业因此受到处罚。

正因此，在今年7月24日国务院法制办公
布的《快递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中，对快递
实名制作出了明确规定：“不建立或者不执行
收寄验视制度，收寄快件未查验寄件人身份并
登记身份信息，或者发现寄件人提供身份信息
不实仍予收寄，由邮政管理部门依照邮政法和
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予以处罚。”如今，征求意
见工作虽然已经完成，暂行条例还未正式通过
实施，这也给不少快递企业和网点造成一种错

觉：实名制这只“狼”真的快来了，但怎么也得
等到暂行条例正式实施才会来吧，目前未执行
快递实名制应该不会怎么样的。

有了这种心态，才会注定如今“狼”真的来
了，必将遭受惩处的结局。暂行条例虽未正式
实施，可已经实施的反恐怖主义法第 85 条对
此规定得很是明确，邮政、快递等物流运营单
位未实行安全查验制度，对客户身份进行查
验，或者未依照规定对运输、寄递物品进行安
全检查或者开封验视的，由主管部门处 10 万
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0 万元以下
罚款。这一法律规定的执行，并不以快递暂行
条例是否实施为基础。既然上位法已经作出
了具体规定，处于下位法的暂行条例可以就此
如何实施进一步细化，但也没必要非得等到下
位法实施后才来执行。这就是说，快递实名制
这只“狼”其实早就来了，只是不少人没有发觉
而已，快递企业、快递网点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这一法律规定的威力没有真正释放出来。惩
处并非目的，但不惩处，法律的威慑力就难以
形成，快递实名制亦不例外。 (检日)

霸 道
9 月 9 日上午，一列豪华婚礼车队经

过陕西西安雁南五路和雁塔南路十字路
口时，为了确保婚礼车队统一经过，一辆
路虎和两辆越野车横在路中间，阻挡住
了南北通行的车辆，引发后续车辆不
满。婚礼车队是由西向东行驶，而路虎
车和奔驰越野车横在十字路口中，阻挡
住了南北方向的车辆，导致后续车辆约
两个灯时无法通行。

结婚本是件喜庆的事情，但违反规定
给别人添堵，这就有失公德了。 (北晨)

去年年底，各大移动支付平台相继推出
延时到账服务，但在一些支付平台，所谓延时
到账功能，并不能实现撤销交易，一旦被骗选
择转账，钱款依然会进入对方账户，只是延迟
一段时间而已。(9 月 13 日《北京青年报》)

央行之所以规定银行和移动支付机构提
供金融转账服务时要向存款人提供普通到
账、次日到账等“延时到账”服务，很关键的一
点，就是为了给客户一个“冷静期”“后悔期”
等，以尽量减少电信诈骗等很多不可挽回损
失问题的发生。但就现实来看，一些移动支
付机构虽然也为客户开通了转账时的“延时

到账”服务，但仅仅是延时而已，并不具备行
使“后悔权”后的撤销交易或转账功能，从根
本上或者说从一开始就失去了移动支付平台
开通“延时到账”的起码作用和初衷。

一个好好的为民、便民、护民的国家政
策，为什么到了移动支付平台这里，却成了一
个“烂尾政策”“半拉子执行”？笔者以为，虽
然央行明确了“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银行
和支付机构提供转账服务时应当执行向存
款人提供实时到账、普通到账、次日到账等
多种转账方式选择，存款人在选择后才能办
理业务”的规定，但并没有像明确要求银行一

样要求移动支付机构“一旦个人（在延时期
内）申请撤销转账，受理机构应当对转账业务
予以撤销”。

而要想移动支付“延时到账”不至于成为
实际上的“绝对到账”，切实打击电信诈骗等
违法行为，维护消费者利益，有关方面还需进
一步努力并采取措施。比如完善规定，堵上
移动支付平台开通“延时到账”后却不执行或
不开通“撤销转账”服务与业务功能的制度漏
洞；强化监管执法，不给移动支付平台不执
行、弱执行、异化执行转账“延时服务”的随意
空间。 （法晚）

移动支付“延时到账”岂能成摆设

清理整治
“网络红娘”迫在眉睫

前脚刚走出监狱，转身就成了公派留
学的“人民警察”；11 天前享受完洞房花烛
夜，11 天后便成了月薪两万的单身贵族；
诈骗罪缓刑期还未满，摇身一变竟成了

“纪委干部”……这些都是世纪佳缘平台
上的真实案例。在法律检索平台“无讼”
上搜索“世纪佳缘”，涉及法院判决 1329
起，其中刑事 559 起、民事 872 起、涉及有
期徒刑的 446 起。（9 月 13 日澎湃新闻）

互联网时代，“网络红娘”的出现迎合
了市场需求。但其中的一些套路，也让有
求于“网络红娘”的人伤不起。

为了让用户掏钱包，其注册门槛相当
低，用别人的照片随便就能注册成功。此
外，虽然大型婚恋网站几乎都要求“实名
制”,但操作下来却几乎是形同虚设，这其
中潜在的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婚恋平台运营者缺乏自律、审核不到
位和行业监管的缺位、违法违规成本低、
消费者不屑因此维权等等，共同造成了网
络婚恋市场乱象。

其实，“网络红娘”和现实红娘一样，
一旦背离了规矩和道德，只能是自毁声
誉。对“网络红娘”进行清理整治，为其树
立好名声，正当其时，也迫在眉睫。比如，
通过加强行业自律打造行业诚信体系，加
强注册会员信息的审核，确保真实，完善
互联网管理制度，明确监管主体，完善监
管措施等等，“网络红娘”向好的方向发展
并非不可能。同时，于个人而言，无论是
线上还是线下，还须多些理智和谨慎，做
到既不骗人也应防范被人骗。 （法晚）

发“混吃混喝奖”
企业涉嫌违法

未完成销售业绩的员工胸前举牌“混吃混喝奖”并被拍
照，其他员工被迫在朋友圈中转发照片，陕西宝鸡一家企业
对 10 名未完成销售业绩的员工进行另类处罚，引发争议。

发“混吃混喝奖”本身就涉嫌侵犯员工人格权，朋友圈曝光
更是双重人格侮辱，这不只是“不妥”，而且涉嫌违反劳动法
规。事实上，这种“羞辱式管理”是企业管理水平低下的体现，
一个不顾员工尊严的企业，又怎会有发展壮大的可能？ (新快)

快递未实名早该处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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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乘索道后突发疾病身亡

楚先生是广东四会市某公司的一名职
工，生前患有高血压病。2015 年 9 月 30 日，四
会某公司与旅行社三水经营部签订《团队境
内旅游合同》，由公司出资组织了包括楚先生
在内的 80 名职工到云南旅游，旅游的行程时
间为 2015 年 10 月 26 日至 2015 年 10 月 30 日。
行程的第一天，正是楚先生 60 周岁生日。

2015 年 10 月 27 日 10 时许，楚先生等旅游
者按照旅行社安排的行程，来到位于玉龙雪山
景点游玩。由于这次行程中海拔最高的地方
是云杉坪索道上部，海拔为 3240 米，地处高
原，空气稀薄，极易发生高原反应。景点为此
设置有安全警示标语，建议有高海拔反应或患
有心、肺、高血压等病史的人，不要乘坐索道。

随后，楚先生跟随旅游团乘坐索道上了
该景区，在下来时突发疾病，当地导游人员立
刻进行现场急救，随后被送至丽江市人民医

院 ICU 重症监护室抢救。经诊断，楚先生为
多发性脑栓塞、慢性房颤、糖尿病、高血压 3
级。后经过多次转院救治，延至 2015 年 12 月
1 日抢救无效死亡。在此过程中，楚先生的家
属一共支付了医疗费等费用约 10 万元，旅行
社 垫 付 各 种 机 票 费 用 、住 宿 费 、餐 费 等 共
13900 元。

2016 年 2 月，楚先生的家属将旅行社及其
三水经营部告上法庭（下统称旅行社），要求
旅行社赔偿损失。

争议：旅行社是否尽到警示义务？

法庭上，旅行社是否有尽到必要的警示
义务，是双方争论的焦点。旅行社称，其已经
履行告知、警示义务以及相应的救助义务，楚
先生因其自身疾病导致的死亡，旅行社不具
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但是，根据同行职工陈述，在报名参团时
及进入景区前，旅行社及带队导游均无告知
该景点可能会发生的高原反应及注意事项，
更无告诫患病或其他不适宜情况的特定人群
尽量避免该景区。

判决：一审旅行社担责两
成 终审维持原判

佛山禅城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旅行社作
为本次旅游项目的组织者，其负有提供符合保

障人身及财产安全要求的产品与服务，对可能
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服务项目应当做
出真实说明和明确警示并采取防止措施。

根据查明的事实，楚先生生前患有高血压
病，属于脑梗死、慢性心房纤颤而死亡，事发地
点是高海拔景点，且该景点也对此作出警示，
旅行社作为专业的旅游服务机构，理应比常人
更了解高血压人群到高海拔地方的风险，而由
于旅行社的疏忽，没有及时作出警示、说明，致
楚先生仍然参加高海拔景点游览而引发自身
疾病死亡。因此，法院认定旅行社有一定的过
错，应承担 20%的赔偿责任。法院认定，楚先
生受伤死亡造成的医疗费、陪护费、丧葬费、精
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 82 万余元，旅行社
承担 20%并扣除其之前垫付的费用后，旅行社
应赔偿15万余元给楚先生家属。

一审宣判后，楚先生的家属不服提出上
诉。他们认为，旅行社应该承担 6 成责任。如
果楚先生提前知晓该景区的潜在危险，不进入
该景区，就不会导致自身疾病的诱发。而旅行
社方面表示，楚先生家属所称的旅行社“根本
没有尽到任何提醒或提示”，与事实不符。且
旅行社不清楚死者情况，反而是四会某公司刻
意隐瞒了其出游员工的身体情况。

佛山中院经审理后认为，一审法院根据旅
行社的过错程度并结合楚先生的死亡原因，酌
定旅行社承担 2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据
此，佛山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广报）

日前，“的哥的姐有的说”、“TAXI 地带”
两个微信公众号因发布多篇侮辱性、诽谤性
的内容，构成侵权，两公众号运营者被北京海
淀区人民法院判决赔偿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
司(即滴滴出行的注册公司，以下均简称滴滴
公司)经济损失费 10 万元及合理支出 32510
元，并在其涉案的两个微信公众号显著位置
连续 10 日发布声明，消除其侵权行为带来的

负面影响。
据了解，“的哥的姐有的说”、“TAXI 地

带”两个微信公众号均系刘某运营。自 2015
年起，刘某通过“的哥的姐有的说”、“TAXI 地
带”两个微信公众号发布多篇带有侮辱性、诽
谤性词语的文章或评论、精选留言，极大损害
了滴滴公司的声誉，降低了社会公众对其服
务的评价。

对于刘某的这种行为，滴滴公司于 2016
年 6 月向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
某停止其侵权行为，并赔偿相关费用和经济
损失费。

经公开开庭审理，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认
定刘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侵权。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五条、

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
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
定，判决刘某自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删除《全
国的的哥的姐，有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不
得不听》一文，并在其微信公众号“的哥的姐有
的说”、“TAXI 地带”发布声明，消除其侵权行
为给滴滴公司造成的不良影响，赔偿经济损失
10万元及合理支出3万余元。

同时，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还认为，法人
享有名誉权，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法
人的名誉，网络用户利用网络侵害他人名誉
权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人的名誉权受
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
除影响，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 （中青）

北京一男子拾得玉坠随手丢弃
被物主起诉索赔1万元，经法院协调
达成调解协议，法官说法：

路上拾遗
随意处置应担责

因在球场遗失的玉坠被路人拾得后随手抛弃，小宋一纸
诉状将拾得人吕某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吕某返还玉坠并
赔偿精神损失费 1 万元。日前，北京海淀法院调解了此案。

遗失玉坠被弃 权利人起诉索赔1万元

小宋起诉称，7 月 10 日其在学校篮球场打球，离去时不
慎将玉坠遗落。第二天，住在附近的居民吕某遛狗经过，顺
手将玉坠捡起。

因担心被小狗误食，便随手将玉坠丢弃在食堂北侧的垃
圾桶。后小宋通过同学刁某得知吕某捡到了玉坠，便主动联
系吕某要求返还。吕某起初否认拾得玉坠，在小宋声称有监
控录像和屡次找到吕某当面沟通后，吕某方才松口承认，但
称玉坠已丢弃，无法返还小宋。小宋故向派出所报案，处理
无果后，将吕某诉至法院。

小宋认为，玉坠是其外婆留给自己的，12 年来一直随身
佩戴，意义十分重大。吕某拾得玉坠后没有及时寻找遗失
人，而是随手丢弃，存在一定过错，且在后续沟通过程中态度
恶劣，拒不配合自己解决问题，因此要求吕某赔礼道歉并赔
偿损失 1 万元。

庭审中，法官发现双方心里都在置气，突破情感防线是
解开案件症结的关键。小宋在乎的是玉坠所代表的感情和
意义，而并非玉坠本身的市场价值。吕某将玉坠丢弃后一系
列不配合的举动使小宋心里愤然，故而寻求司法救济要求吕
某赔偿精神损失。对于吕某来说，他觉得挺委屈，随手将捡
来的东西一扔就惹上了近万元的官司，加之小宋频繁联系自
己，已给家人的正常生活带来干扰，吕某心理难免失衡。

法官根据当事人的心理不满进行调解，后小宋和吕某在
互相理解的基础上达成调解协议。

因重大过失致遗失物毁损、灭失应担责

承办该案的法官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

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

物，应当归还遗失人，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遗失人偿还。”《中

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

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

公安等有关部门。”遗失人对遗失物只是暂时丧失了实际控

制，此占有转移并非基于遗失人的意志，遗失物的所有权仍

在遗失人手中，不因遗失物由拾得人事实控制就产生变动。

遗失人作为所有权人，有权将其物品追回，拾得人应当物归

原主，而不能任意处置。

在未找到遗失人或未上交有关部门前，拾得人应当妥善

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吕某就因任意处置遗失物，未
尽保管义务惹来官司。 （法晚）

广东一患有高血压病老人从玉龙雪山下山突发疾病身亡

旅行社未提醒被判担责两成

两微信公众号频发不实言论诋毁北京滴滴公司

运营者侵权被判赔13万元

在旅行途中过完自己的 60“大寿”，楚先生次日便跟随着旅游
团乘坐索道登上玉龙雪山，没想到在下山的过程中突发疾

病，此后再也没有醒过来。家属认为，楚先生患有高血压，但旅行社
从始至终都没有提醒过患此病的人应避免进入景区，因此旅行社有

“严重过错”，他们随后把旅行社告上了法庭。近日，广东佛山中院
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旅行社应担责两成。

（上接 1 版）
秀英法院一审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实习生工伤劳动争

议案件。根据《海南经济特区工伤保险若干规定》，被雇(聘)
用退休人员和进行勤工助学及实习的学生，因工作遭受事故
伤害或者患职业病被确认为工伤的，用人单位应当参照工伤
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向受害人支付工伤费用。根据《规
定》，在校学生在实习期间受到事故伤害，只要符合在工作时
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等条件，均应当被认定为
工伤。蒋某宇受到伤害的情形符合《规定》，应认定为工伤。

工程公司不服秀英法院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海口中院经
审理，终审裁定维持原判。

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协议

据了解，事故发生后，蒋某宇得到了实习就业险和交强
险的赔偿共计 13 万余元，但据蒋某宇的代理律师称，蒋某宇
后期治疗涉及到的安装义肢等费用需要将近 200 万元，所
以，蒋某宇急切需要工伤保险赔付。

在今年 2 月海口中院二审审结后，工程公司一直没有就
工伤赔偿事项对蒋某宇作出回应。为康复治疗，已经家徒四
壁的蒋某宇将工程公司诉至秀英法院，要求支付伤残补偿
金、安装义肢费用等 200 万余元。工程公司则认为蒋某宇
112 万余元的义肢安装费用过高，要求鉴定，但蒋某宇因后续
医疗已经耗尽了家中积蓄，急需资金复健，等不及鉴定。

秀英法院民庭庭长殷娟多次与双方当事人及代理律师沟
通，最终原被告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工程公司一次性赔偿蒋某
宇80万元，如工程公司在签订调解协议后三天内不支付，则蒋
某宇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0万元。

调解协议签订后，记者电话联系了远在成都的蒋某宇，
他告诉记者：“希望早点拿到赔偿款，努力开始新的生活。”

法官建议实习生纳入工伤保险

殷娟针对此案指出，我国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中等职业学
校和高等院校学生参加实习，实习期间发生工伤事故屡见不
鲜。目前还没有一部在全国范围内适用的法律法规对实习生
的工伤待遇作出规定，既让作为弱势一方的实习生维权困难，
也容易引起司法实践的分歧，要从全国性立法上对实习生工
伤赔偿问题予以明确，并将实习生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建立
实习生工伤保险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