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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法律知识问答
答问

第242问

？养殖场占用耕地

是否缴纳耕地占用税？
答：根据《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养殖场占用耕地占用

税问题的批复》(琼地税函〔2008〕215 号)，占用林地、牧草地、

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以及渔业水域滩涂等其他农用地修

建的畜禽养殖设施，不征收耕地占用税，但对占用耕地修建

各类畜禽设施，仍视作占用耕地建房，一律征收耕地占用

税。对 2008 年 1 月 1 日前发生的占用上述农用地建设养殖场

的，比照上述有关规定办理，但对占用前款用地已征税款不

予退还。

公 告
广州腾信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

本委已经受理梁小曼、杜淑姑、孔祥兆、陈小贝、李俊群、
王光导、王浪、李海进、王书国、吴小钉、洪友、王飞、徐文贞、
黄丽云、李玲、刘梦思、饶建伟、杜明青、方凯忠、王磊语、代美
妹、李肖云、李婵姣、王兰琼与被申请人广州腾信互联网金
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广州腾信互联网金融信
息服务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琼劳人仲案字〔2017〕第 60-
77、79-84号），现已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
司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海口市和平南路 25 号，联
系电话:0898-65311325）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海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7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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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里，
一些未成年人为了过

把车瘾，却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安全置之度外。法律意识淡薄是
主要原因。那么如果未成年人驾
驶机动车或电动车出了交通事
故，应该如何承担法律责任？

少年偷开车
致使他人无辜送命

日前，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审理了一起未
成年人偷开汽车导致的严重交通事故。案
发当天，某运货公司的司机来到郊区的物流
公司基地提货，为了节省时间将车停在仓库
门口，车熄火后未拔车钥匙就赶去装货。

此时 17 岁的男孩小宋刚好从这里路过，
尽管小宋自知没有驾驶执照，但还是很想体
验一把“飙车瘾”，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打
开车门进入驾驶室，学起影视剧中的场景，
点火，挂挡，猛踩油门。结果货车瞬间前窜，
一头撞上了车库门前另一辆货车的尾部，将
当时正在该车尾部卸货的员工蔡某撞倒，蔡
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北京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
小宋忽视驾驶安全，在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外
无证驾驶机动车，撞伤他人并致其死亡，其
行为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已构成过失致

人死亡罪，依法应予惩处。经法庭教育后，
小宋表示愿意痛改前非，悔过自新。法院判
决被告人小宋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
徒刑 2 年 6 个月。

未成年人驾车出事故
保险公司可赔偿后追偿

陈先生在小区里行走，忽然被一辆轿车
冲过来撞伤，没想到的是，从车里走出的司
机竟是一位稚气未脱的少年。

案发当天下午，16 岁的北京男孩小祥偷
偷拿走了父亲的车钥匙，准备驾车过一把车
瘾。当他驾驶着父亲的汽车，行驶到小区 9

号楼下由西向北转弯时，车前部与由西向东

停在此处的一辆车左后部相撞后，又撞倒了

由南向北行走到此处的陈先生。

交通队认定，小祥承担事故的全部责
任。事故发生后，因小祥未取得驾驶证驾驶
机动车，交通队决定对小祥罚款 1200 元，并
处行政拘留 11 日，因其未满 18 周岁且系初
犯，拘留部分不予执行。

案发后小祥的父亲李某为原告垫付了
19 万余元的医疗费，并另行支付了 2 万元。
后来陈先生将小祥的父亲李某以及保险公
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其医疗费等各项经济
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定，小祥事发时年仅 16
岁，其所驾涉案车辆为其父李某所有。该车
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不计

免赔，其中交强险责任限额分别为死亡伤残

赔偿限额 11 万元。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责

任免除部分条款中用黑体字载明：“驾驶人

无驾驶证或驾驶证有效期已届满的，保险人

不负责赔偿。”经司法鉴定，陈先生的伤残等

级为 10 级，赔偿指数为 10%。

法院认为，小祥作为未成年人，在未取

得合法驾驶资格时驾驶李某所有的机动车

与陈先生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陈某受伤，事

故经认定小祥为全部责任，各方当事人均

不持异议。李某在车辆的使用及管理上存

在过错，故对于陈某由此产生的合理损失，

依法应由小祥、李某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同 时 鉴 于 小 祥 实 施 侵 权 行 为 时 系 未 成 年

人，故依法应由其监护人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

办案法官说，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
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导致第三人的人身
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
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法院应予支持，保险公
司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法
院应予支持。鉴于涉案车投保了交强险，故
依法应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
内先行赔偿，保险公司可于赔偿之后再向小
祥追偿。

法院判决被告某保险公司赔偿原告医
疗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 10.7 万余元，被告
小祥和其父母赔偿原告鉴定费 900 元。

释法
监护人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北京东方恒信律师事务所的樊涛律师
介绍，按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年满 18
周岁的成年人才能办理机动车驾驶证，如果
无证驾驶，应该对其进行罚款以及拘留处
罚，但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已满 16
周岁不满 18 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不
执行行政拘留处罚。

未成年人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应如何
承担？按照《民法通则》规定，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
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首
先，如果经过车辆所有人的许可而驾驶车
辆，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所有人和未成年
人的监护人都应该作为民事赔偿主体。其
次，如果未经车辆所有人的许可而驾驶车
辆，发生交通事故的，监护人为民事赔偿主
体。如果车辆所有人对车辆的管理有重大
疏忽，车辆所有人和监护人都为民事赔偿主
体。如果车辆所有人就是监护人的，未成年
人无论是否获得许可而驾驶车辆发生交通
事故的，监护人作为民事赔偿主体。

此外，未成年人如果是应第三人的请求
而驾驶或者其驾驶有利于第三人的，第三人
与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共同作为民事赔偿主
体。（文中人名为化名） （北晚）

男童饮早茶被烫伤
酒店被判担责 5成并赔

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饮早茶是广东人的一种生活习惯，去
年 10 月，6 岁男童小辉在饮早茶时与送餐
服务员碰撞，被滚烫的粥洒在身上，造成
十级伤残。日前，佛山禅城法院对该案进
行判决，判定酒店应承担 50%赔偿责任，
加 上 精 神 损 害 抚 慰 金 等 合 计 赔 偿 小 辉
41434.3 元。

男童饮早茶被烫伤

去年 10 月 16 日，6 岁的小辉由堂姑带
着到佛山某酒店的餐饮大厅喝早茶。小
辉跟着堂姑上洗手间后，独自跑回大厅。
这时，小辉经过端着热粥托盘的服务员身
后，正想从左侧通过，不料与服务员发生
碰撞，热粥洒在小辉的身上。当天，小辉
被送往医院治疗，面部、颈部、前胸部多处
烫伤，烫伤面积约 3%。

今年 1 月，小辉的父亲委托司法鉴定

中心对小辉的伤残程度进行鉴定，司法鉴

定意见书评定为十级伤残。于是，小辉的

父母向禅城法院提起诉讼，向酒店索赔

59184.3 元。

法院判酒店担责5成

法院认为，原告虽为农村居民户籍，

但其长期随父母在佛山市居住生活，应适

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根据其

伤残等级（十级），其请求的残疾赔偿金应

为 75368.6 元。

对此酒店方面称，小辉父母曾用同样

的事实向法院起诉，佛山中院二审判决已

生效，再次起诉违反法律规定，应该驳回。

原来，小辉的父母在去年 11 月曾向

禅城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酒店赔偿医疗

费、护理费等费用，法院判令酒店承担

80%的赔偿责任。后酒店方不服，向佛山

中院提出上诉。二审认为，未成年人的监

护人疏于监管是事故发生的另一原因，酌

定双方对事故损失各承担 50%的责任。

既然事故的经过、原被告的责任承
担比例已确定，小辉父母的再次起诉是
否合理？

禅城法院认为，虽然为同一侵权事
实，但起诉请求（即小辉定残后的损失与
小辉因治疗产生的相关费用）明显不同，
故对酒店方的抗辩不予支持。最终，法院
判令酒店承担 50%赔偿责任，加上精神损
害抚慰金等合计赔偿小辉 41434.3 元。目
前该判决已生效。 （佛日）

未成年人无证驾驶惹祸谁担责？

刑责要自负
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

租房未签协议

被赶能否要求补偿？
海口吴女士：我从 2015 年开始租用亲戚家的一处门面

房开小吃店。因为和她是亲戚关系，所以我们并没有签订书

面合同，而且一直以来也没有什么纠纷，租金我都按时交付

给她。最近亲戚突然带了几个人来看房，第二天他们告诉我

这处房子已经卖掉了，正在办理相关的手续，让我尽快搬

走。他们如此仓促地卖房并要求我搬走，导致我需要寻找新

的经营用房，且原来小吃店的装修和设施也浪费了，我能否

要求给予一定的补偿？

回复：由于吴女士长期以来是从亲戚那里租赁门面房，

且双方没有签订租赁合同，则她与亲戚之间构成不定期租赁

关系。在不定期租赁关系中，双方可以随时解除租赁合同，

但必须要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

现吴女士的亲戚又把该门面房转让给他人，首先侵犯了

吴女士优先购买这个门面房的权利，其次并没有给她必要的

准备时间。吴女士已经做了装修的门面房和添加的设施设

备，在估算折旧后，可以要求亲戚作出适当的补偿。

通 告
谭玉娟、李雪梅：

你俩长期没来公司上班，也未向公司请假，旷工分别
已达 15 个工作日以上，根据公司《员工守则》第七章第十
四条第四款规定：公司已按你们视同自动离职处理，望你
们看到相关告知后到本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通告！
海南东洋水产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4 日

三亚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三亚汉派商行履行

行政处罚决定催告的公告
三亚汉派商行（冯传显）：

我局于 2017 年 8 月 31 日向你（单位）通过法制日
报公告送达了（三亚）食药监食罚[2017]37 号《行政处
罚决定书》，决定对你（单位）进行如下行政处罚：1.没
收违法所得 451 元；2.并处罚款 5000 元。并要求你
（单位）2017 年 11 月 19 日前到三亚市政务中心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服务窗口缴纳罚款。由于你（单位）
至今未（全部）履行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我局决定自
2017 年 11 月 20 日起每日按罚款额 3%加处罚款。请
接到本催告书后 10 个工作日内到三亚市政务中心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服务窗口缴清应缴罚没款 5451 元
及加处罚款。逾期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五十四条的规定，依法向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对我局作出的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
告不服，可于收悉本公告 3 日内进行陈述和申辩。

三亚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11 月 29 日

黑龙江一王姓夫妇因女儿出生即患先
天性疾病，将其送到某医院治疗。女婴入院
不久，王某夫妇就以筹措医疗费为由离开医
院 消 失 无 踪 。 女 婴 一 直 滞 留 医 院 将 近 一
年。医院无奈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
找到王某夫妇后，虽经劝解、警告，王某夫妇
仍坚决拒绝将女婴领回，并再度“消失”。该
女婴最终被送到了福利院。前不久，王某夫
妇被法院以遗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
人被判刑后，福利院向法院申请撤销其监护
人资格，并指定福利院为女婴的监护人。与

此同时，医院要求法院执行王某夫妇的财产
以偿还女婴住院治疗的费用。王某夫妇认
为，自己监护人资格已经被撤销，不应该承
担女儿的医疗费用。

民法总则规定：“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
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
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
法指定监护人：（一）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
身心健康行为的；（二）怠于履行监护职责，
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且拒绝将监护职

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
处于危困状态的；（三）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
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的。”据此，本案中，
福利院有权申请撤销王某夫妇的监护人资
格。而根据婚姻法第 21 条规定，父母对子女
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
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
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民法总则第 37
条规定：“依法负担被监护人抚养费、赡养
费、扶养费的父母、子女、配偶等，被人民法
院撤销监护人资格后，应当继续履行负担的

义务。”因此，犯有遗弃罪被判刑的王某夫
妇，即便其监护人资格被撤销，仍有抚养未
成 年 女 儿 和 偿 还 女 儿 住 院 治 疗 费 用 的 义
务。 (检日)

夫妻送女就医后玩“消失”
拒绝领回被判遗弃罪 监护资格被撤销仍承担抚养费

小轿车闯黄灯撞上
逆行电动自行车

2016 年 6 月 18 日，赵先生开车由西向东
行驶至门头沟区石担路承泽苑路口，在黄灯
亮起时其尚未通过停止线，在黄灯亮起后，赵
先生继续向前行驶，越过停止线，进入路口。

此时，李先生骑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行
驶，在交通信号指示灯为绿灯时进入路口，
李先生前行时遇有对向左转弯车辆，于是避
让至对向最里侧机动车道，即赵先生所在的
车道，在路口内与越过停止线继续直行的赵
先生车辆发生接触。经交管部门认定，赵先
生负事故全部责任，李先生无责任。

小轿车在平安北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
和商业三者险，李先生将赵先生和平安保险
公司告上法院，要求赵先生赔偿各种损失共
计 73.5 万余元。

司机未遵守规定
一审被判担全责

针对“闯黄灯”行为如何认定的问题，门
头沟交通管理支队向法院陈述称：“黄灯亮
后通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未通过
停止线的车辆禁止通行。闯黄灯属于违法
行为，未通过停止线时强行通行，其后果等

同于闯红灯，对于该起事故，赵先生闯黄灯
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故我们判定其承担
全部责任。”

一审认为，事故发生时，按照李先生的
行驶方向，其向左前方避让可以尽快通过路
口，且并不必然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而交
通信号灯已经变为黄灯，按照信号灯指示，
其前方路口内不应再有车辆越过停止线继
续通行。从普通道路参与人应尽注意义务
角度，不应要求李先生需预见到会有其他车
辆越过停止线继续通行，也就无法由此判定
李先生对事故负有过错。而赵先生作为机
动车驾驶人，其对相应交通法规应予以明知
但并未遵守，应负有遵守规定和安全注意义
务而未尽其义务。

门头沟法院认为，赵先生未遵守交通法
规的规定，未尽到合理安全义务，是本起事
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其应就此次事故承担全
部赔偿责任。

门头沟法院一审判决中国平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赔偿李先生医疗费、精神损害抚
慰金、残疾赔偿金等损失共计 32 万元；赵先
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李某医疗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辅助器具费等各
项损失共计 19.8 万元，驳回李先生的其他诉
讼请求。

双方二审激辩
闯黄灯与闯红灯处罚

判决后赵先生不服，上诉至北京一中
院，请求改判双方至少承担同等责任。赵先
生认为，“闯黄灯”和“闯红灯”不同，其仅属
轻微违法行为，李先生的逆向行驶行为才是
事故的主要原因，其不应承担全部责任，其
对各项损失的认定也存在异议。

二审庭审中，合议庭将二审争议焦点问
题归纳为事故双方的行为及责任如何认定，
以及各项损失的认定问题，并就事故所涉道
路情况、指示灯设置、车速等相关事实开展
了法庭调查。

赵先生认为，他是因为车辆惯性作用在
黄灯亮起时越过了停止线，属于轻微违法行
为，而李先生驾驶非机动车进入机动车道、逆
向行驶等严重违法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
主要原因。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也认为李先
生存在逆向行驶，事故双方应承担同等责任。

李先生则称，本案事故的直接发生原因
是赵先生驾车“闯黄灯”，赵先生在路口有秒
读计时器的情况下仍抢行，性质十分严重，
闯黄灯的危害结果与“闯红灯”并无差别，前
者的危害甚至大于后者，自己属于合理避
让，其行为与事故发生无直接因果关系。

本案没有当庭宣判。 (北青)

闯黄灯后果等同于闯红灯吗？
北京一司机闯黄灯撞逆行车一审被判担全责赔偿，不服判决上诉

赵先生开车闯黄灯，恰逢
骑着电动车的李先生避

让其他车辆逆行，李先生随后被
撞伤，一审法院认定赵先生承担
事故全部责任，判决赔偿李先生
各种损失共计 19.8 万余元，赵先
生不服，提起上诉。4 日上午，该
案二审在北京一中院开庭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