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2月13日 星期二

编辑/林声蛟 校对/崔晓慧 版式/谢少依06 法眼天下 FAZHISHIBAO

热点观察FZ

看图说事FZ

近日，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公安部
联合印发《关于集中打击整治农村赌博违法
犯罪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在春节
前后集中打击整治农村赌博违法犯罪。

以往的经验表明，春节期间是赌博犯罪
的高发期，特别是在缺乏优质文娱活动的农
村地区，返乡村民积攒了一年的财富，转瞬间
就可能在聚众赌博中化为乌有。“赌生偷盗”，
越陷越深、负债累累的赌徒还会引发其他刑
事案件，最后演变成家庭悲剧、社会悲剧。

必须注意的是，一些人把赌博附会成

“娱乐活动”，这当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并
不存在所谓的“小赌怡情”，防患于未然才
是最重要的。赌博不是娱乐活动，也不是
智力比拼，而是彻头彻尾的欺人与自欺。
一些人群中弥漫的对赌博性质认识不清的
言论，是个人价值观上的扭曲，也是公共文
化生活层面衰落的体现。这种认识，也给
那些不法之徒造成了可乘之机。可见，应
从思想根源上肃清认识，让基层群众远离
赌博，让不法分子无机可乘。

针对农村赌博这一社会问题的治理，仅

仅依靠道德教化和司法力量的干预是不够
的，真正的解决之道还在于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落实。伴随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高速发
展，一些农村地区在经济上依然存在着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文化价值层面也存
在着失准、失衡问题。特别是在改革开放进
程中，乡村固有的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发生
巨大的改变，基层管理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
问题，一些人思想上、生活上存在着不适应、
不稳定是难免的。这个时候，不良风气和旧
有恶习就会乘虚而入。对此，加强管理当然

非常必要，而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努
力建设优秀乡村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引领农村文化发展，让更多农民富了口袋
又富脑袋，则更为重要。

需要认识到，在我国乡村振兴的道路
上，重塑文明乡风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在
长效机制上下功夫，努力加强农村基层基础
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
理体系，才能让群众远离赌博恶习，让良性
的乡村文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生机勃勃。

（光明）

备受关注的“共青赛龙案”迎来了二审判
决。2月11日，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共青城赛龙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下
称“共青赛龙”)、创始人代小权逃税案。二审
撤销了之前的一审有罪判决，宣判上诉单位赛
龙公司、上诉人代小权无罪。显然，这次无罪
判决，洗清了代小权的罪名，对其他企业家也
是一种慰藉。中央三令五申保护产权、保护
企业家，此判决可视为一次风向标式的判决，
这样的判决足以向企业家群体传递信心。

事实上，类似“共青赛龙”这样的个案，
在眼下并非罕见。市场环境好时，一些地方
政府和企业亲密无间，地方政府为招商引
资，提出不少土地、税收优惠政策；一旦市场
环境发生了变化，或者相关领导职位发生变

换，政策就突然收紧，甚至个别官员还会祭
出刑事追究的“大杀器”。“抽逃资金”“偷税
漏税”这两个罪名，成为一些企业家头上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其实，对招商引资这种
政府行为，就应该按市场准则办事。面对市
场变化和竞争，地方政府要恪守分寸和行为
边界。只要不是实际控制人恶意挖空企业、
转移资产、骗取补贴，地方政府就不应动用
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

今年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充
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
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明确指出要“坚决防止
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保护企业家。

如何保护企业家？首先，就是对于企业
家人身自由的保护，不能动辄用刑事手段干

预企业经营。其次，“逃税”也不能成为地方
政府敲打企业家的口袋罪。刑事处罚应该
体现谦抑原则，《刑法》以及相关修订案明确
规定：企业已补缴税款、缴纳滞纳金的，不予
追究刑事责任；而且逃税案要占企业应纳税
额 10%以上，才可以入罪。即使逃税，也不能
任性入罪。像代小权这个案子，企业年营业
收入高达 10 亿元级别，而涉案的欠缴税款只
有区区 360 多万元，原本此案就可以通过行
政处罚等方式解决。

二审“共青赛龙”及其法人代表代小权
被判逃税罪名不成立，无疑彰显了制度与法
治的力量，也增强了企业家们的稳定性预
期。从保护企业产权、保护企业家精神的角
度看，这样的呵护，显然多多益善。 （新京）

错字
有网友反映，湖南娄底市新化县

街头某处出现奇怪的宣传标语，“骑摩

托，走天下，戴上头盔更薄酒”，网友分

析，标语中的最后两个字应该是“潇

洒”，但却写成了“薄酒”。日前，新化

县委宣传部回应称，已对涉事单位上

梅街道办进行了约谈。 （北晨）

拦道收费症结
仍在门票依赖

S355省道穿越南昆山景区而过，却被人跨路建起了牌坊，
还设卡向来往车辆上的乘客收取每人次 30 元的门票费。近
日，广东省惠州市南昆山国家森林公园此举遭市民投诉，质疑
其涉嫌“拦路收费”。记者走访调查发现,虽然当地多个部门
均称景区如此收费经过批准，但却无一拿出相关文件。

其实，景区拦道收费更深层次的问题还是源于旅游的“门
票依赖”，类似的现象人们并不陌生，与多地曾经热衷的“围城
收费”如出一辙，都是公共资源利益化、地方旅游收益门票化
的直线思维。景区拦道收费有形障碍的背后，更有地方利益
的壁垒凌驾于法律之上，很难排除地方保护的嫌疑。 （法报）

手机上“形象工程”
也应问责

日前，央视以《手机上的“形象工程”》为题，聚焦了大量
政务 App 使用难的现象。耐人寻味的是，记者联系山东政务
服务软件的主管部门，涉事工作人员竟回应：这款软件办不
了事，办理、申报都不行，谁告诉你这款软件能办事的？

事实上，部分政务 App Bug 一堆、形同鸡肋的情形，已非
首次曝光。对那些鸡肋化的政务 App，或许也该有系统化整
治：对其进行必要的抽查、普查，并跟政府网站那样纳入绩效
考核；针对那些连区县一级、基层部门都上马 App 项目的情
况，强化共建意识，该整合则整合。而对于不合格的政务
App，该启动问责的也不应含糊。

总之，不能任由手机上的“形象工程”毁政府形象的情况
继续下去了。 （新京）

高管抱摔演员
如此年会不搞为妙
据报道，山东滕州市一家公司近日在当地酒店举办年会

时，公司一高管在互动环节将男扮女装的演艺人员摔在舞台
上，台下却是一阵鼓掌喝彩。相关视频传到网上后，自然引
来了一片骂声。

但年会上可以奔放，不能下流；可以搞怪，不能搞事。这
家公司就是因为没有把握好尺度，玩出格了，所以活生生把
年会变成了事故。让人诧异的是，当场抱摔演艺人员的高管
竟是公司的总经理，而不是什么普通管理人员。这么残暴的
公司年会，还是不搞为妙。 （钱晚）

远离赌博恶习 树立文明乡风

用法律呵护企业家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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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省乐东监狱工会委员会遗失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代码：693192155），现特此声明作废。

案由：
代步车出事故 为赔偿起纠纷

2016 年 3 月，殷某驾驶二轮车行驶至
青州市城区的一处路口时，与刘某驾驶的
电动老年代步车相撞，致使殷某受伤、电动
车受损。交管部门认定殷某违反道路安全
法实施条例关于“非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
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
口时，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在路口
外慢行或者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
先行”的规定；刘某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关
于“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的规定，判定两人承担同等事故责任。
事故发生后，殷某住院治疗 7 天，医院诊断
为右内踝骨折、右侧胸部软组织损伤，并出
具诊断证明“殷某出院后误工和护理时间
各 60 天”。

事后，双方因未达成赔偿协议，殷某诉
至法院，要求判令刘某及保险公司赔偿各项

损失共计 1.7 万余元，并首先由刘某在交强
险范围内赔偿，剩余部分由保险公司在商业
险限额内与刘某按比例赔偿。

判决：
驾驶员承担70%赔偿责任

青州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殷某与

刘某发生交通事故致殷某受伤属实，交警部

门依职权进行现场勘查后作出的交通事故

认定书分析了事故成因，并确定两人负事故

同等责任，应予确认。

关于两被告的赔偿责任，应分别处理。

对于刘某所驾驶的电动老年代步车，参考国

家标准关于非机动车最高时速不应大于

20km/h，整车重量不大于 40kg 的技术要求，

该电动车超出了非机动车的国家标准，应属

于机动车。

因此，殷某与刘某之间应按照非机动车

与机动车发生事故的原则确定民事赔偿责

任，即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

故，非机动车驾驶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

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

驶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

车一方的赔偿责任。

经法院核定，殷某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

的损失共计 1.6 万余元。近日，法院对此案

审理后，综合案情刘某应承担 70%的赔偿责

任，据此判令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赔偿

殷某各项损失 1.1 万余元，并驳回原告殷某

的其他诉讼请求。

2017 年 2 月 2 日，8 岁的张莉与外婆前
往某社区的老年活动中心，行至 15 号楼东
侧车库通道门口时，该楼顶部的封闭露台
边缘突然掉下冰块，正好砸在张莉头部，张
莉当即出现头部出血、四肢抽搐症状。外
婆立即拨打“120”将张莉送至医院救治。

经医生诊断，张莉为创伤性开放性重
型颅脑损伤、左侧创伤性硬膜下血肿、创
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多发颅骨骨折、头
皮裂伤等创伤。当日医院给予手术治疗，
张莉住院共 53 天。出院后，张莉又两次前
往医院进行脑外伤后遗症治疗。后经新疆
祥云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书，认定张莉颅

脑损伤致右下肢肌力 4 级,构成 7 级伤残。
据了解，坠冰露台为居民王涛私自搭建。此
后，张莉的父母就赔偿问题与王涛和某物业
公司商谈多次，均未达成协议。同年 8 月,张
莉的父母将王涛和物业公司诉至新疆乌鲁木
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索赔医疗费、伤残

赔偿金、后续治疗费等各项费用共计 34 万余
元。经法官调解，物业公司承诺补偿张莉各
项费用 4 万元，王涛承诺补偿张莉各项费用
12万元，当事人三方均签订了调解协议。

法官庭后表示，公民的健康权受法律保
护，因王涛私自搭建违法建筑，致使其屋顶结

冰砸到张莉，损害了张莉的健康权；物业公司
作为物业管理方，对王涛私自搭建行为没有及
时制止，未尽到管理注意的义务，在此案中也
存在一定过错。两被告的过错行为与张莉的
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共同导致张莉伤残的损
害结果，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法制）

聚餐猛劝酒
可能惹麻烦

法官通过案例提醒不当劝酒要担责

春节临近，亲朋间难免吃饭聚会或是娱乐消遣。但在参

与活动的同时，不应因一时开心过度放纵，否则不仅可能间

接伤害了他人，也将让自己承担责任。2 月 9 日，北京密云法

院就审理的一起案件提醒市民理性过节。

案例：
聚餐劝酒 朋友酒后开车出车祸

李某邀请小刘等 9 人在饭店吃饭，小刘驾车前往，席间

小刘等人喝了不少酒，饭后 9 人又前往 KTV 唱歌。离开

KTV 后，李某、沈某、王某、小刘驾车去了王某的公司。随

后，小刘驾车先后送李某、沈某回家。后小刘自行驾车回

家，途中与一重型普通货车相撞，当场死亡。经鉴定，小刘

血液内酒精含量为 170.7mg/100ml，属于醉酒驾车。经交警

认定，重型普通货车驾驶人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小刘承担事

故次要责任。

密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李某、沈某在明知小刘饮酒驾

车的情况下，还放任其开车送他们回家，虽然对小刘驾车回

家进行过口头上的劝阻，但并未采取有效的方法予以阻止；

王某在明知小刘、李某、沈某饮酒的情况下，未尽到必要的提

醒及劝阻义务，放任了三人开车离开，最终法院判决他们承

担 40%的民事责任。

法官说法
饮酒过量或不当劝酒 会为劝酒者惹来麻烦

春节期间，亲朋好友相聚难免饮酒，但饮酒过量或不

当劝酒，不仅会造成自身健康损害和生命危险，也会为劝

酒者惹来麻烦。《侵权责任法》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

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通则》也规定，公

民由于过错（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人身的，应当承担民

事责任。

如果劝酒行为造成对方处于一种神志不清的境地，劝酒

者就负有相应的保障被劝酒者人身安全等义务，应当将醉酒

者安全地护送回家。如果不顾后果进行劝酒，造成对方健康

受损，或者不履行护送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如

果劝酒者过度劝酒，致他人深度醉酒，明知他人可能处于危

险之中，却不履行扶助义务，致他人身体健康受到重大损害

或者死亡，就要承担刑事责任。 （北晨）

业主私搭露台掉冰块伤人
业主、物业均有过错，经法官调解伤者获赔16万元

老年代步车上路撞伤人咋赔？
法院认定电动老年代步车超出标准应属机动车，判决驾驶员担责70%赔偿

目前，很多上路行驶的
老年代步车都超出

了非机动车技术标准，当遇到
这种超标车撞人的事故时，应
该怎样划分赔偿责任呢？近
日，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法院审
理了这样一起交通事故赔偿
责任纠纷案。

对殷某要求刘某在交强险内优先赔偿的
主张，法院审理认为，对于涉及超标电动车的
交通事故，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
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
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刘某驾驶的电动老
年代步车并非合法的机动车，而是因超标被
定性机动车，现行法律并未要求超标电动车
缴纳交强险。在实践中，行政管理部门对此类
电动车的管理未按机动车管理的方式进行，超
标电动车也不符合行政管理部门关于机动车注
册登记的条件，由此导致了超标电动车无法登

记挂牌，也无法购买到交强险的事实情况。审
理此类案件时,对于这一事实不能忽视。

过错责任原则是侵权行为的主要归责
原则，涉案超标电动车的驾驶员虽然对发
生交通事故负有一定责任，但对于未投保
交强险的情形，并非出于超标电动车一方
的过错，而是由于现实中超标电动车无法
登记挂牌，也无法购买到交强险的事实所
致。如果让超标电动车一方承担非自身原
因而导致的对方损失，不符合侵权法的归
责原则。从这一归责原则出发，在目前的
司法实践中，不应支持超标电动车在交强
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观点。因
此，法院对殷某这项主张不予支持。（法报）

以案释法

（上接 1 版）未等唐学城等人行动，就抄起
砍柴刀冲向门外一路狂奔，唐学城组织村
民紧追其后。“我们追了好几公里，阿光疲
惫，我们也很疲惫。”唐学城知道，一旦错
过这次机会，再想抓住阿光就更难了。他
边追边鼓励大家，终于阿光在体力耗尽后
放慢了脚步，众人卯足劲立即上前将阿光
制服并送往派出所。

近 20 年，唐学城一直是村民口中的
“好村长”“好干部”，慰问孤寡老人、帮助
“五保户”、化解村民矛盾，哪里有困难，哪
里就有唐学城冲在前面的身影。

继续寻找
43名失联见义勇为人员

据了解，海南省见义勇为基金会与法
制时报共同发起的“寻找海南失联见义勇
为英雄”活动仍在继续，现继续寻找 43 名
失联见义勇为人员，他（她）们是：

黎华耀、吴坤富、何贵彩、黎传海、黄
文卿、黄明荣、田武弟、王悻军、刘进明、袁
强、田务成、刘尤武、谭本权、罗明端、许林
雄、黄循佩、陈芳、邱魏、苏华庆、魏驰坤、
陈善明、吴国硕、黄矿杰、蔡志强、魏登云、
陈光武、王军、何瑞山、张光吉、林声平、贾
玉节、戚华义、向多华、王友恭、游勇、邢孔
武、周韬、钟宇祝、熊家维、黄慧超、李立
滕、刘潇潇、陈福。

如果您认识这些英雄，知道他们的线
索 ，请 联 系 法 制 时 报 新 闻 热 线
18689651707。

救助受辱女孩
被割伤右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