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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旅游热度猛增，但与之相对应
的旅游市场乱象却层出不穷，尤其是在一些
旅游热点地区，几乎每逢假期都会出现欺客
宰客现象。近日，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
表示，未来旅游市场监管不是简单的罚款、
摘牌这么简单，将推动旅游违法行为入刑，
触犯刑法的严格按照刑事法律程序办理。

游客出门旅游，最怕的就是欺客宰客行
为，不仅经济蒙受损失，还闹得一肚子气，甚
至会诱发肢体冲突事件。更关键的是，游客
遇到欺客宰客等旅游违法行为时，往往因维

权难、维权成本高、地方保护等影响，而被迫
放弃维权，导致欺客宰客现象难以禁绝。

此次有关负责人公开表态要推动旅游
违法行为入刑，乃是基于提高违法成本的立
场，严厉打击旅游行业的违法乱象，从而依
靠法律制裁来遏制欺客宰客行为，保障游客
的合法利益免受侵犯。这个做法，就跟之前
打击酒驾醉驾的道理一样，在行政处罚力度
太轻，违法者感受不到痛苦的情况下，就需
要加大处罚力度，让其承受高昂的法律代
价，就要仔细掂量下后果，自然可以达到震

慑效果。
事实上，在“欺客宰客入刑”的探索实践

方面，海南三亚有着切身的体会。前些年，
三亚旅游市场乱象频仍，此后当地痛定思
痛，于 2015 年 10 月成立了国内首支旅游警察
队伍，对欺客宰客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一旦
查证就会采取重罚、吊销执照、拘留等措施，
短短数年就改变了欺客宰客风气。

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均证明，基于治理
旅游市场乱象，打击旅游违法行为，维护游
客合法权益，促进旅游业良性发展，确乎有

必要重拳出击，全力推进“欺客宰客入刑”，
对违法者露头便打，以彻底扭转旅游市场的
不良风气。同时，要简化游客维权流程，建
立统一的旅游维权标准，确保游客投诉均能
得到及时响应，不用再寻求网络维权就能解
决问题，从而提高游客的维权积极性。

而且，一旦“欺客宰客入刑”，各地政府就
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站在长远的立场看问
题，只有把旅游市场乱象清理干净，让游客玩
得放心、买得安心，才会吸引更多游客前来，
当地旅游产业链也将因此受益。 （新快）

5月10日凌晨公布被停职的“抡铁锤”事件
涉事城管副中队长，当天即出现在另一执法现
场。对此，广东汕头市龙湖区委宣传部回复称，
停职不是开除，这名副中队长仍是执法人员。

事情还要从 5 月 8 日说起，汕头几名身
穿城管制服人员在管理占道经营摊档时，抡
铁锤反复打砸桌椅、摔碎餐具。暴力执法行
为引发社会关注。5 月 10 日凌晨，@汕头市
政府应急办发布通报称，决定对事件中的执
法中队副中队长予以停职处理，当事 4 名协
管员予以开除处理。但事实上，停职者的职
一天没停，当地的回复更让人瞠目结舌。

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停职即暂时停止其

履行的职务，接受调查或者审查。这个职务
自然包含现有一切职务。但从回复看，当地
有 关 部 门 对 停 职 的 理 解 和 一 般 人 截 然 不
同。停掉的职务可能是副中队长的职务，也
可能是管理占道经营摊档的职务。由于停
职不算正式处分，其概念也在不断调整，所
以当地回复振振有词。谁叫公众当初没有
要求有关部门解释清楚呢？如果当时就说
清，首先停的是哪一项职务，其次停多长时
间，最后说明停完之后怎么办，就不会闹误
会了！可话又说回来，如果对工作人员的问
责需要若干条备注才能保证落到实处，这种
问责是真心解决问题还是用来搪塞公众？

停职当然不是开除，不仅这名副中队长
执法人员的身份不会变，甚至其副中队长的
职务都没有被免除。但停职意味着本人要
对之前的错误进行反省，主管部门要对其错
误进行调查，拿出结论，对该同志进行批评
教育。如果没有这个过程，通报就是一纸空
文，还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大玩文字游戏。这
不仅是对公众不负责任，更是拿政府通报应
有的严肃性开玩笑。问责的目的在于提高
人员执法水平，提升办事能力，不是危机公
关的一种手段，更不是作秀。以敷衍的态度
对待问责，不仅达不到真正的目的，还会降
低公众的信任度，得不偿失。 （人民）

问责岂能是作秀

“拦路虎”
道路早已建好通车，工程质量也得

到各相关部门的盖章认可，但是项目有
约 3 亿元的工程款迟迟无法回款，只因
为验收报告上面的一个公章问题。一
个部门认为必须盖，另一个部门认为不
应该盖，两个部门各执一词，企业陷入
两难境地，在两个部门间奔波了两年多
也未能解决。目前，郑州市建委介入调
查，正在积极协调处理。两个部门各执
一词，却让企业反复受折腾，这无疑与
简政便民的理念背道而驰。 （北晨）

中药材掺假
是把人命当儿戏

据央视新闻报道，有“药都”之称的安徽亳州，记者通过
暗访发现，中药材掺假现象十分严重。像覆盆子的价格，从
10 块到 200 块一公斤不等，药商称，要想降低成本，就要往
200 多块钱的覆盆子中掺上十几块甚至几块一公斤的次品和
假货，一般按三比一的比例掺。这是中药材市场药商公开的
秘密，而掺假的中药材基本上都被药厂买走。

中药是用来治病救人的，掺假的中药与假药没有多大区
别，不仅不能治病救人，还可能加重病人的病情，这是拿人生
命当成儿戏。

对此，可能还需更严格的监管，当地不妨设立专门的中
药监管队伍，对违反法规的药商、药厂追究法律责任。（新京）

“体验式学法”
当推而广之

“好疼啊！”“你，快去告诉老师，你，快叫救护车！”一名
身穿红色球衣的小男孩卧地不起，周围是惊慌失措的同学。
近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模拟法庭”活动，在
上述情景剧结束后，10 位小学生通过扮演审判长、委托代理
人、书记员等角色，现场“审理”一起校园侵权案件。

应该进一步思考将法治教育与学生实践体验相结合，与
学生日常行为习惯养成相结合。如此，相关法制教育才能越
来越内化于心。

学法普法从娃娃抓起，不仅有利于增强青少年的法律意
识、自我保护意识，也有利于培养新时代的法治信仰者，因此

“体验式学法”的创新举措多多益善，应推而广之。 （民法）

规范外呼营销
打击“影子服务”

据媒体报道，深圳的消费者王女士致
电中国电信客服投诉称，在毫不知情的情
况下，从 2017 年 11 月开始，她连续 4 个月
被扣了两项服务收费，每月共计 15 元。经
过反复沟通，客服最终同意取消，并承诺
返还之前多收取的费用。像王女士这样，
被通信运营商“强制消费”开通“影子服
务”的案例并不鲜见。

所谓“影子服务”，就是在消费者不知
情的情况下，被办理了相关服务，并悄悄
地扣费。既然“影子服务”侵犯消费者的
知情权、选择权，为何还能大行其道？一
方面，它的隐蔽性极强，“悄悄地”服务与
扣费，许多消费者长期被蒙在鼓里。另一
方面，涉及金额小，主张赔偿的维权成本
高，即便有人发现猫腻，也可能只是要求
运营商取消服务、终止收费而不再深究，
运营商违法的成本极低，甚至只有收获没
有成本，也就乐此不疲了。

所以，要消除电信运营商的“影子服
务”及其隐蔽扣费，消费者首先应该多较一
些真，以便于及早发现问题，并及时“止损”。

当然，还需要完善监管手段。据报道，
大量“影子服务”的收费纠纷源于运营商的
电话外呼营销。为提升业绩，县区一级运营
公司将大量电话外呼营销，外包给营销团
队操作，外包商为多赚钱，往往不按规定操
作。要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监管部门应
加大力度，整顿与规范电信外呼营销，对带
有欺骗性质的外呼营销团队坚决惩处，甚
至应禁止运营商将外呼营销外包。同时强
令电信运营商开通相关业务时要严格执行

“二次确认”，而非打一个电话就行。（北晨）

推动欺客宰客入刑整治旅游乱象

搭同事三轮车遇车祸
伤者状告5方

阿兴和阿金两人家住邻村，同时受雇于
杨老板，从事拉木料工作。2015年一日清晨，
阿金按杨老板的指示去拉木料，顺便让阿兴
搭乘他的电动三轮车。一路上三轮车车速较
快，还乱闯红灯。当电动三轮车行驶至桐乡
市崇福镇320线长安路口时，阿金突然发现前
方路面上有一个大坑。阿金急忙躲避凹坑，
但还是翻车出了车祸，阿兴也无辜负伤。

经查，路面凹坑属于嘉兴公路建设投资
公司及桐乡公路管理段共同管理范围。经
桐乡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阿金负事故的
全部责任。阿兴住院 57 天，花去医疗费 17
万余元，后经鉴定构成八级伤残。因索赔未
果，阿兴一纸诉状将阿金、杨老板、将工程分
包给杨老板的某路桥工程公司、桐乡公路管
理段、嘉兴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统统诉至
法院。

对此，杨老板认为公路管理部门应负主
要责任。嘉兴公路建设投资公司称，路桥公
司违法分包给没有资质的杨老板，阿金应对
该起事故承担主要责任，其将不能带人的电
瓶三轮车开到机动车道上，车速快且闯红
灯，而阿兴为图方便搭电瓶三轮车，本身亦
存在过错。公路管理段还认为，机动车道上
的坑是正常的，对机动车没有影响，如果阿

金没有行驶到机动车道上就不会发生事故。

老板和公路管理段
被判赔偿34万余元

公路管理段的这种说法并未得到法院
支持，经现场勘查，事故路面为 320 国道与
崇长线交叉口，该路面原属于 320 国道的非
机动车道，后在 2012 年因崇长线拓宽改造
为两条公路的交汇区。根据《公路安全保
护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新建、改建公路与
既有城市道路、铁路、通信等线路交叉或者
新建、改建城市道路、铁路、通信等线路与
既有公路交叉的，建设费用由新建、改建单
位承担”；第二十九条规定“涉路工程设施
的所有人、管理人应当加强维护和管理，确
保工程设施不影响公路的完好、安全和畅
通”，公路管理段作为该路面的管理者，在
路面出现凹坑时却疏于管理与维护，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经审理，桐乡市人民法院一审判令杨老
板赔偿阿兴 18 万余元；公路管理段赔偿阿兴
16 万余元。

以案释法：
公路管理段疏于维护应担责

法官庭后表示，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
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根据交通事故
认定书认定，阿金为躲避路面凹坑致使车
辆翻倒，造成车辆受损、原告受伤的交通
事故，应当承担事故责任。但是纵观整件
事，阿金违反交通规则，遇情况采取措施
不当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观原因，路面上
出现的凹坑是事故发生的客观原因，故该
路面的管理者应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次要
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
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
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
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
方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阿兴与阿
金同为杨老板提供劳务，杨老板对事故的发
生没有过错，但阿兴受伤是因为阿金在提供
劳务过程中所致，所以杨老板作为接受阿金
提供劳务一方的主体身份应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

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

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

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
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是因交通事故
而起，不属于安全生产事故范畴，所以路桥
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据此，法院作出了如上判决。 （法报）

非法拘禁他人
胁迫加入传销
2名主犯数罪并罚获重刑

一伙不法分子用欺骗手段将人骗至传销窝点后控制其
自由，再威胁、逼迫受害人加入传销组织。广东省韶关市中
级人民法院 5 月 12 日通报，法庭依法审结被告人曹兵、张翠
凤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罪一案，判处被告人张翠凤有期
徒刑 16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并处罚金 3 万元；判处被告人
曹兵有期徒刑 4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8000 元。

被告人曹兵是传销组织业务经理，张翠凤和薛代发（另案

处理）是该传销组织“大主任”，其二人负责共同管理 4 个传销
窝点。2016 年 5 月 22 日至 29 日，黄某等 6 名被害人先后被张
翠凤等人骗至传销窝点，被窝点内传销人员控制、殴打，被迫
交出身上携带的钱包、身份证、银行卡及手机等物品，并被强
制加入该传销组织。张翠凤等人共劫取被害人财物合计 3 万
余元。经鉴定，被害人黄某、王某、刘某的损伤均属轻微伤。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翠凤、曹兵的行为构成组织、领
导传销活动罪；张翠凤组织、指挥传销人员采取暴力或暴力相
威胁等方式多次强行劫取他人财物，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其行
为构成抢劫罪、非法拘禁罪，依法应数罪并罚。 （广日）

在4S店贷款购车
合同约定强制保险

法院认定加重消费者责任条款无效

贷款买车是常见的消费方式，一些汽车销售公司为购车
人贷款提供担保，却在合同中约定强制保险等条款。近日，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判决一起此类服务合同纠纷案。

2014 年 9 月，李某与某汽车销售公司签订《担保服务合
同》，约定李某向原告购买车辆并通过原告办理按揭贷款及担
保事宜，约定李某应在规定时间内归还贷款。同时规定李某
必须委托汽车销售公司办理车辆按揭期间的保险，保险公司
由汽车销售公司推荐，否则视为李某违约。合同签订后，李某
按与银行约定的期限归还了贷款，但未在汽车销售公司指定
的公司购买保险，也未在汽车销售公司规定的期限内归还借
款。该汽车销售公司遂将李某告上法庭，要求支付违约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被告与银行约定了归还贷款的
期限，但原告却要求被告按《担保服务合同》约定的还款日期
偿还贷款，属于加重被告义务，违反了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同时，被告作为消费者，有自主选择购买车辆保险的权利，

《担保服务合同》关于被告必须委托原告办理车辆按揭期间
的保险否则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的约定属于限制消费者权利、
加重消费者责任，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相应条款无效，
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民法）

刚学会游泳的吴女士，一天晚饭后去健
身中心游泳，不料进入深水区后溺水，虽经现
场救生员施救，但还是不幸死亡，家属为此将
健身中心告上法庭索赔百余万元。近日，江
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对这起侵权责任
纠纷案审理后，认定吴女士自身也存在过错，
判令健身中心赔偿吴女士家人近60万元。

苏州的吴女士刚学会游泳没多久，就在

一家健身中心办理了游泳会员卡，多次到该
健身中心游泳。2016 年 8 月 5 日晚，刚学会
游泳的吴女士在吃完晚饭后，前往该健身中
心游泳，这次她到了深水区，可没过多久就
在水中挣扎、扑水，随后沉入水中。过了 3 分
钟左右，有人发现吴女士溺水的情况并大声
呼叫，现场救生员将她救上岸边进行施救，
随后将其送往医院。9 月 4 日，吴女士经抢

救无效不幸死亡。
吴女士的家属认为，该健身中心的工作

人员未及时发现和施救，导致其溺水身亡，
遂将健身中心诉至吴中法院，要求赔偿各项
费用共计 100 余万元。

庭审中，健身中心辩称，自己有合法资
质，各方面安全配备均达要求，管理上不存
在问题，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在发现吴女

士出现溺水后也及时抢救，尽到了救治义
务。吴女士多次到健身中心游泳，对场馆设
施熟悉，理应注意到了场馆的安全提示。

法院审理后认为，健身中心虽证照齐全、
配备了符合规定的救生员、观察台并在发现
吴女士溺水后进行了急救处理，但未能在第
一时间发现意外，未尽到必要的安全保障义
务，对吴女士的溺水死亡存在过错。而吴女
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身的
体能和技能有明确认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并承担相应的风险。吴女士发生意外时距其
学会游泳时间较短，且在刚吃过晚饭后独自
游往深水区，对于发生意外，自身亦存在过
错。据此，法院一审判令该健身中心赔偿吴
女士家人相关损失58.35万元。 （法制）

搭乘同事三轮车遇大坑翻车致残
驾车者不担责，雇主和道路管理方被判赔偿

会员学游泳溺亡救生员未及时发现
江苏一健身中心未尽到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被判赔偿近60万元

浙江嘉兴桐乡市两
男子骑三轮车外

出工作，结果因路面上有个
大坑，发生车祸。三轮车乘
客阿兴受伤严重，阿兴为了
索赔，把开车的同事、老板、
道 路 管 理 方 等 都 告 上 法
庭。近日，桐乡市人民法院
判决，老板和道路管理方需
要赔偿。

（上接 1 版）“现在村里都张贴宣传标语，司法所也会进

村发放宣传手册、普法微电影、讲座、电视连续剧等形式应有

尽有，无时无刻不在巩固提升着村民的法治观念。”王天忠

对记者说，可喜的是现在走进任何村庄从半懂普通话的黎族

苗族老人到刚踏入校门的孩子，大家知道法律重要，并且知

道遇到问题要用法律的手段去解决。

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王天忠忆起 1988 年司法所只

有自己一人，没有独立的办公室。“当时我和另一名镇里面派

来的干部挤在原来的黎母山派出所的一间瓦房里办公，条件

虽然艰苦，但干劲十足。”王天忠说，30 年过去了，黎母山司

法所有了自己独立的办公地点，工作人员也由 1 人增加到现

在的 6 人，条件变好了，但人民调解员维护社会稳定、加大法

律宣传力度、服务群众的宗旨永远不会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