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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钓”出来的不幸

刘某约几个老友一起到鱼池钓
鱼。垂钓过程中，因渔竿触到上方的
30千伏高压线，致使刘某被当场电
击身亡。事后，刘某的老伴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鱼池承包人钱某、区供
电公司赔偿刘某因触电致死的丧葬
费、死亡赔偿金等 24万元。法院经
审理认为，鱼池承包人钱某明知渔场
上空高压线会对垂钓者具有潜在危
险，不设置警示标识，主观上存在过
错；供电公司作为电力设施的所有
人，不履行及时消除危险隐患等法定
职责，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此
外，死者刘某明知鱼池上方有高压电
线路仍抛掷渔竿，自身负有主要责
任。法院最终判决被告钱某和供电
公司各赔偿原告9万元、5.5万元。

评析
这是一起因高压电力设施引起

的特殊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华人
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73条规定：

“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
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
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
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
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
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
轻经营者的责任。”从这一规定可以
看出，只要不具备法律上规定的免责
情形都要承担侵权责任，对于由多个

原因引发的高压电力损害赔偿案件，
应按照责任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
间的原因，确定各自的责任。供电公
司作为 30 千伏高压电线路的产权
人，在其不能证明触电是死者故意而
为的情形下，其是赔偿义务人。本案
中另一被告、承包人钱某在经营中，
对高度危险未履行安全保障和警示
告知义务，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
关系，应依其过错程度承担侵权责
任。此外，死者刘某具有过失行为，
其在钓鱼甩杆时未注意避让电线，其
过失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有因果关
系，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相对地减
轻了两被告的赔偿责任。

案情
“碰”出来的赔偿

刘大妈领孙女到公园游玩途中，

突然被身后不慎摔倒的游客林某带
倒在地，致使左手臂受伤，经医院诊
断为左手尺桡骨远端骨折。刘大妈
住院治疗 40 余天，支付医疗费 1.4
万元。伤愈后，刘大妈向法院提起
人身损害赔偿诉讼，请求判令被告
林某承担医疗费、交通费、护理费等
全部损失。庭审中，林某认为自己
是无意中摔倒时将原告碰倒，自己
并无过错，因而原告提出的赔偿请
求于法无据。法院经审理认为，尽
管致害人主观上无过错，但根据有
关法律规定，应适用公平原则，由致
害人分担部分民事责任，适当给予
补偿，遂判决林某给付原告经济补
偿费 8000元。

评析
侵权责任法规定了过错赔偿的

一般原则，即确认侵权行为时应符合
四个构成要件：行为人实施了某一行
为；行为人行为时有过错；受害人的
民事权益受到损害；行为人的行为与
受害人的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但
同时法律也规定了公平原则。所谓
公平原则，是指“当事人对造成损害
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林
某是在不慎摔倒时将原告刘大妈撞
倒，自己主观上没有任何实施侵权的
恶意，也不愿意发生撞倒原告的损害
结果，不能适用民事侵权的一般过错
原则。但原告所受到的伤害应当有
所补偿。基于此，最终法院依据公平
原则判令被告承担了原告部分费用，
体现了法律的公平与公正。

案情
“挖”出来的麻烦

李某利用晚上的时间，从家门对
面开挖一条深 2米、宽 1.5米的自来
水管道。施工过程中，他悬挂了警示
红灯，铺垫了可通行的踏板。第二天
凌晨，王某骑自行车路过此地，因其
患有色盲症，对坑道上的红灯缺乏辨
别，遂摔入坑道，致右小腿骨折，自行
车损坏。经住院治疗伤愈后，王某找
到李某要求赔偿损失。李某认为，坑
道上已设置了明显的警示标志，自己
没有过错，故拒绝赔偿。于是，王某
起诉到法院。法院审理后，依法判决
李某赔偿王某医药费、误工费等计人

民币8000元。
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 7 条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
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
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
定。”这是关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规
定，无过错责任的构成条件有四个：
即行为人的行为；受害人的损害；行
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不
存在法定的免责情形（如地震等不可
抗力）。只要具备以上条件，行为人
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不论其有无
过错，受害人也不用证明行为人有过
错。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不是因为
他知道会有意外的发生而没有加以
防范，而是行为人为了自己的利益，
使不特定的对象面临着风险，法律允
许其活动的条件是他必须对这种风
险产生的后果负责。本案中，李某作
为施工人已经履行了义务，即采取了
安全措施，设置了明显的警示标志，
主观上虽然不存在过错，但受害人王
某因患有色盲症，是生理上的缺陷，
对李某的安全标志无法正确认识，即
王某主观上也不存在过错。根据上
述法律规定，法院判决由双方分担责
任，既合情合理，也符法律规定的公
平责任原则。

文/张兆利 刘军民

并非故意侵害并非故意侵害 造成的伤害也应赔偿造成的伤害也应赔偿

日常生活中，由于不留神或者未尽到注意义务引发的人身财产损害事件时有发生。这当中，有些当事人行为并非故意，可按照法律规
定，实际赔偿责任却不能免除。

编辑同志：
余某因为涉嫌盗窃被起诉和判

刑，他上诉后，法院裁定发回重审。
请问，该案重审后，余某是否还能上

诉？ 读者 杨旭东
杨旭东：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
件上诉，若该案件在重审发回之前，

原审是第一审的，应按一审程序审
理，重审后做出的判决裁定可以上
诉； 原审是第二审的，重审发回后
应按第二审程序审理，重审做出的

判决或裁定不能上诉，但可以依法
申诉。

物业房产

编辑同志：
我在老家的舅舅想要买房养

老，可是经济能力又很有限。最近
有人介绍他去看了郊区的一处房
子，价钱非常便宜，但是没有相关的
产权证明。对方表示可以签订买卖
合同，并注明将来如果可以办理产
权，产权也归我舅舅所有。请问，这
样的房子是否就是所谓的“小产权
房”？买这样的房子权益有保障
吗？ 读者 严建青
严建青：

自从国家颁布了物权法以后，

司法实践的现状是房屋权利应当以
产权登记人为准。

而你所述的郊区房屋，由于可
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即农
民）利用自家的宅基地所建造的房
屋，俗称“小产权房”，甚至该房屋所
占用的土地属于产权不明状态，因
此如果购买了该房屋，很有可能存
在极大的法律风险，一旦将来不能
够办房屋产权证，则你舅舅作为购
房者的权益就没法得到保障，该房
屋买卖合同也极有可能属于无效的
买卖合同。

想买无证房产权益能否保障

编辑同志：
我丈夫在一家公司工作，与

公司签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
同。今年 1 月正常上班过程中，
他突然不适晕倒，经治疗后目前
恢复得较好。请问，这种情况是
否属于工伤？ 读者 陈静
陈静：

你丈夫在工作时间，因自身
突发疾病而住院治疗，并不属于
工伤或者视为工伤的情形，不能
享受相应的工伤待遇。

编辑同志：
我与另两个合伙人一起做

生意，由于资金周转困难，经我
们三人商量，以公司名义借了10
万元，借贷合同是我签字的，但
也盖了公司的图章，其他合伙人
未签字。现公司面临关闭，另两
个合伙人说，这笔债务他们没有
签字，要求我个人承担。请问，
合伙人是否应承担这笔债务？

读者李玉宁
李玉宁：

合伙企业债务首先由合伙
企业财产清偿，不足部分由各合
伙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
只要能证明这笔债务系合伙企
业债务，其他合伙人就应当承担
相应的清偿责任。

编辑同志：
今年年初，我的QQ号被盗，盗

号者冒用我的身份，谎称我家人发
生了交通事故，急需钱治疗，通过
QQ 聊天的形式，骗得我朋友小李
汇款5000元。事后，朋友与我电话
联系才发现上了当，但盗号者却无
从寻找。请问这种情况下，我要赔
偿好友的损失吗？ 读者 马建民
马建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
任法》第 37条第 2款规定：“因第三
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
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
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
应的补充责任。”据此可知，真正承

担侵权责任的人是行骗者。至于
你是否要承担责任，则要分析一下
你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如
果因你未妥善保管自己的 QQ 密
码，导致他人登录，并向你朋友小
李行骗的，你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偿
责任。但如果是黑客窃取你的QQ
号所导致的，且在黑客实施诈骗行
为时你是不知情的，那么并不能因
此认定你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综上所述，具体情况还得要具体分
析。同时，你可以通过此事告诫身
边朋友，警惕网上借款，今后遇到
此类情况，建议先打个电话确认真
伪。

编辑同志：
前段时间，我的朋友王某去海

南旅游，在一家餐厅就餐时，由于该
餐厅提供的食物变质，致使王某及
其家人食物中毒，吃坏了肠胃，被送
到医院后，经抢救脱离了生命危
险。不久，王某和家人回到了家里
疗养。现在他决定以侵犯生命健康
权为由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但是
他却不知道该向哪家法院提起诉

讼？ 读者 郑雅琳
郑雅琳：

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因侵权
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
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在本案
中，向王某及其家人提供变质食物
导致食物中毒的侵权行为发生地点
是海南的这家餐厅，因此王某可以
向该餐厅所在地的基层法院起诉。

诉讼实务

外出旅游食物中毒 该向哪个法院诉讼

劳动工伤

工作时突发病
是否能算工伤

债权债务

合伙企业借债
应当由谁承担

盗用他人QQ号骗取钱财QQ主人是否要担责任

刑事案件

案件发回重审是否还能上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