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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玉环农村一房屋的修建过程
中，劳务者阿光在3楼吊水泥时因安
全钢绳出现问题坠地受伤，后经抢
救无效死亡。那么，谁该对他的死
亡负责？

温晓婷于去年年底着手为其在
农村的二层楼房加盖第三、四层，
并将建房的泥水业务承包给了蔡
富。后经蔡富介绍，由郑铎负责房
屋的混凝土项目，郑铎雇佣了阿光
负责开吊机、抬杠等工作。

2020年1月2日，为浇筑四楼楼
顶，阿光在三楼操作吊机，将水泥
从楼下吊上三楼灌注，继而由蔡富
班组的泥水师傅用棒头等工具压
平。在作业过程中，因安装吊机的
钢绳断裂致阿光从三楼摔下，后抢
救无效死亡。

事故发生时，郑铎、蔡富均不
在现场，而施工所用的吊机、搅拌
机、铲车等工具由郑铎提供。施工
当日，现场并无防护网、安全绳等
安全保障措施，吊机系由阿光负责
安装与操作，但其作业过程中未佩
戴安全帽。

随后，温晓婷、蔡富、郑铎向
阿光家人先行支付了 12万元处理其
死亡善后事宜，但未能就其他赔偿

达成协议。于是，阿光的妻子、儿
子、父母四人作为共同原告，将温
晓婷、蔡富、郑铎起诉至市人民法
院，要求三人赔偿死亡赔偿金、精
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等合计近120
万元。

庭审现场，三名被告均认为不
应当由自己承担相应责任。“我和温
晓婷是承揽关系，承揽的是泥水项
目，混凝土项目是独立的。受害人
阿光从事的是郑铎项目组的工作。
我既不是阿光的雇主，也不存在违
法承包转包的事实。”蔡富表示，为
此，他提供了一份微信结算单，载
明泥水班组的每名工人工时及工资。

经审查，该结算单系在各方协
商赔偿事项后所作，且从结算单显
示，作为泥水班组包工头的蔡富反
而未获任何利益，似乎有些不符常
理。

郑铎认为，是蔡富让他叫几名
工友去协助浇筑混凝土，因此他和
受害人阿光之间并非雇佣关系，而
是工友关系，均向温晓婷提供劳
务，责任不应由他承担。

另外，三名被告还认为，受害
人阿光自身也存在过错，对于原告
主张的损失，不合理之处应当予以

核减。
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

系个人之间因劳务关系致人死亡的
侵权责任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
之规定，按照各方过错程度承担相
应的责任。

其一，虽然郑铎否认自己是受
害人的雇主，但本案中郑铎叫来了
混凝土作业工人，提供了浇筑的作
业工具，工资也是由郑铎及其老婆
同发包人结算后分发给工人，可以
认定双方成立雇佣关系。郑铎雇佣
他人从事危险作业，既未具体落实
安全措施，又未对现场人员及设备
予以管理，存在较大过错，应承担
相应的责任。

其二，关于蔡富的责任。原告
主张蔡富系总承包人，并将部分项
目分包给死者，但未提供相应的证
据予以证明。从生活经验来看，农
村建房中泥水项目和混凝土项目通
常难以区分。并且，蔡富、郑铎在
相互介绍工作过程中获取了便于承
接业务等非现金的利益，按照“利
之所在，损之所归”原则，蔡富应
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其三，关于温晓婷的责任。涉

案工程系超过两层的农村新建房
屋，应由具有施工资质及具备安全
生产条件的主体承建。温晓婷将建
房工程发包给没有资质的承包人，
存在选任过错，在施工现场也没有
尽到监管和保障的义务，应当承担
相应的责任。

最后，关于死者自身的过错。
受害人具有丰富的开吊机技能和经
验，应当具有安全防范意识，在高
处作业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与损害
结果的严重程度具有因果关系，简
易吊机钢绳断裂系发生本案事故的
直接原因，而吊机又系其安装、操
作，其在作业过程中未对自身的工
作安全尽到审慎、合理的注意义
务，对事故的发生也存在较大的过
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最终法院在综合考虑事故的原
因并平衡各方利益后，确定死者自
身承担 35%的责任，温晓婷承担
15%的责任，蔡富承担 10%的责任，
郑铎则承担 40%的责任。（文中名字
均为化名） 刘竹柯君王经展

帮工中意外死亡怎么赔？
看法官如何条分缕析确定几名被告相应责任

55月月2828日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和国民法典》。》。它分为总则它分为总则、、物权物权、、合同合同、、人人

格权格权、、婚姻家庭婚姻家庭、、继承继承、、侵权责任等侵权责任等77编和附编和附

则共则共12601260条条，，自自20212021年年11月月11日起正式施行日起正式施行。。

居住权保障弱势群体居住权保障弱势群体““住有所居住有所居””
过去物权法只承认过去物权法只承认““房屋所有权房屋所有权””以及以及

““租赁权租赁权””两种房屋利用形式两种房屋利用形式，，难以完全满足难以完全满足

当事人的多样化需求当事人的多样化需求。。物权编对居住权这一物权编对居住权这一

新型用益物权作出了规定新型用益物权作出了规定。。

我国廉租房我国廉租房、、公租房等保障住房制度公租房等保障住房制度

中中，，国家保留保障性住房的所有权国家保留保障性住房的所有权，，无力购无力购

买房屋的群体则取得房屋的居住权买房屋的群体则取得房屋的居住权，，这一分这一分

配方式强化了对弱势群体居住权益的保障配方式强化了对弱势群体居住权益的保障。。

维护人格尊严维护人格尊严
人格权编时代感鲜明人格权编时代感鲜明，，试举几例试举几例：：对隐对隐

私权和个人信息予以保护私权和个人信息予以保护，，特别是对个人信特别是对个人信

息给出了实质定义和外延定义息给出了实质定义和外延定义；；明确规定对明确规定对

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被他人使用足以造成被他人使用足以造成

公众混淆的笔名公众混淆的笔名、、艺名艺名、、网名网名、、译名译名、、字字

号号、、姓名和名称的简称等均予以保护姓名和名称的简称等均予以保护，，扩大扩大

了民事主体的人格权了民事主体的人格权；；明确规定了性骚扰的明确规定了性骚扰的

实质要件实质要件““违背他人意愿违背他人意愿””，，规定违法行为方规定违法行为方

式包括但不限于式包括但不限于““语言语言、、文字文字、、图像图像、、肢体肢体

行为行为””，，并明确适用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机关并明确适用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机关、、

企业企业、、学校学校““利用职权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从属关系等””，，具有具有

针对性针对性、、可执行性可执行性。。

守护婚姻与家庭的幸福港湾守护婚姻与家庭的幸福港湾
将收将收养关系纳入婚姻家庭编养关系纳入婚姻家庭编，，确立最有利确立最有利

于被收养人原则于被收养人原则，，对收养人的条件和收养子女对收养人的条件和收养子女

的人数等结合社会发展进行了调整的人数等结合社会发展进行了调整，，确立了优确立了优

先抚养权与收养保密义务先抚养权与收养保密义务；；规定隐瞒疾病的婚规定隐瞒疾病的婚

姻为可撤销婚姻姻为可撤销婚姻；；吸收司法解释吸收司法解释，，规定夫妻共规定夫妻共

同债务须夫妻共同签订或事后追认……同债务须夫妻共同签订或事后追认……

在各项变化中在各项变化中，，3030天离婚冷静期的设立天离婚冷静期的设立

最受关注最受关注。。设立冷静期设立冷静期，，是为了预防在协议是为了预防在协议

离婚中出现的冲动型离婚离婚中出现的冲动型离婚，，并没有违背离婚并没有违背离婚

自由的原则自由的原则。。因为它只适用于协议离婚因为它只适用于协议离婚，，诉诉

讼离婚则无此规定讼离婚则无此规定。。

人民权利的人民权利的““护身符护身符””
针对高空抛物针对高空抛物，，新规明确先由实施抛物新规明确先由实施抛物

行为的侵权人承担责任行为的侵权人承担责任，，并且强调公安等机并且强调公安等机

关应当查清责任人关应当查清责任人。。其次其次，，物业公司未尽到物业公司未尽到

合理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安全保障义务的((如未装设安全网等如未装设安全网等))，，应应

承担对应的侵权责任承担对应的侵权责任。。最后才由其他业主进最后才由其他业主进

行补偿行补偿，，并且事后一旦查清实际侵权人并且事后一旦查清实际侵权人，，还还

可向实际侵权人追偿可向实际侵权人追偿。。

《《民法典民法典》》来了来了！！

图片和实物有色差这种事儿，
相信有网购经历的人都不会陌生，
解决方案无非接受或者退货。但玉
环的买家郑某却因为“有色差”这
事欠了5万元钱，还被一纸诉状告到
了市人民法院。原来，她买的不是
普通的小玩意，而是一辆价值 60多
万元的保时捷汽车。

郑某与玉环某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胡某是远房亲戚。
去年4月，郑某经胡某推荐选定了一

款保时捷轿车，因其在购车时没有
足额资金支付全部价款，双方经协
商由胡某代付，郑某向该公司出具
了一张金额为 27万元的结算欠条。
而后胡某多次讨要，郑某却怎么都
不肯付剩下的5万元欠款，胡某便以
公司名义向市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我真不是缺这个钱，因为这
车的颜色根本不是当初他给我发的
那个颜色。”得知自己被起诉后，
郑某心里有一肚子委屈，“我之所
以会买这款车，完全是因为胡某给
我发的照片。照片里车的颜色是胭
脂红，色彩艳丽，光彩夺目。但是
收到之后发现根本不是这样的，他
这不是骗人吗？”

于是，因实物与图片不符，郑
某对于付款一事丧失了积极性，但
碍于亲戚关系，不得不断断续续付
了大部分款项。

庭审前的调解现场，双方各执
一词。胡某认为自己所提供的图片
并无夸大宣传的效果，该款车型的
标配红色仅此一种，况且在良好的
光照环境下，选取合适的拍摄角
度，便能拍出车身绚丽的色彩。但
郑某则认为，所见即所得，颜色的
偏差是真实存在的，照片对她的购
车选择进行了误导。如果胡某不能
提供图上的颜色，就不应该向她推
荐该颜色的车辆。

因为双方的理解不同，案件始

终僵持不下，法官多次耐心调解，
向双方阐明法律后果。最终，被告
接受了既定事实，原告也放弃了违
约利息的主张。在被告付完5万元车
款后，原告撤回了起诉。

法官提示，在日常购物过程
中，商家为了产品效果，经过专业
人员拍摄加后期处理，可能会出现
颜色失真的情况。因此，作为一名
理性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还是
应当“三思而后行”，网购时多看看
店铺信用、资质、买家评论等。而
在购买大件商品时，更需要慎之又
慎，像郑某这样仅凭一张图片就购
入一辆豪车的行为并不可取。

林鑫鑫刘竹柯君

购豪车发现“有色差”拒付尾款？
法官提醒，购买商品时应当“三思而后行”，仅凭一张图片就购车不可取

一个是年近六旬、身有残疾且
态度有些蛮横的厂长林某，另一个
是为人老实、刚换了份工作就因无
知触犯法律的小工邱某。两人因犯
污染环境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八
个月和六个月，同时还有 6万元和
3万元的财产刑。

刑事案件的财产刑执行占整个
法院执行案件的比重并不高，但实
际上，财产刑的执行完毕，同样是
法律权威性的体现，更是对执行能
力与艺术的考验。

2017年初，邱某离开了原先搬
砖的工地，想着找个环境好点的地
方工作，便来到某机械配件厂做水
抛生产作业。未料，该厂厂长因擅
自排放废水污染环境而被查处，邱
某也被判了刑。“犯了错就要受
罚，六个月的监牢生活很难挨，怎
么现在又要进去了，唉……”邱某
未曾想到，自己前脚刚释放，后脚
就因拒不执行该案的罚金要进拘留
所。

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些肆
无忌惮的林某：“我是残疾人，我
不付，你们对我又没有办法。”林
某的一只脚早年开始萎缩，腿发黑
且已是皮包骨。除肉眼可见的残

疾，林某提交上来的一沓病历也证
实了其有一些并发症状。因此，之
前判处的有期徒刑八个月被暂予监
外执行。

身处考察期的林某收到法院寄
来的传票后，在保姆搀扶下带着我
们迟迟无法联系上的邱某一同来到
了法院。根据我们前期的调查，林
某靠着收租维持生活，但记录中却
只有与前妻共有的一套房产，没有
任何出租房产的信息。

“那就先拘留邱某吧。”执行员
评估了一下场上的形势，说出了解
决方案。邱某自始至终坐在一旁，
并配合申报了财产，甚至当听到要
拘留他时也显得格外平静。

一旁的妻子涨红了脸：“我们
外地人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家里

亲戚也没有能力。这事情就让林某
解决，都是他害的！”

“好了好了，不要激动。法
官，你们关他干什么，他也坐了好
久的牢，要关就关我好了。”不知
道是出于责任还是善心，林某终于
站了出来。

“下午4时前，如果你们没有提
出合理的方案，那对不起，邱某我
们只能送拘。至于你林某，考虑到
你的困难，会给你时间，如果你没
有处理的意向，你那一套名下与他
人共同共有的房产我们会进行处理
的。”

“那房子不算我的，你们不要
处置。好好好，我再想想办法！”
这句话好像击到了林某的软肋与痛
处，林某一改之前的嚣张，变得配

合了许多。
另一边，邱某的家属也赶在下

午 4时前缴付了罚金 22000元，并
代付了邱某的罚款 1000元。至于
剩余的钱，我们为他做了笔录，邱
某表示随叫随到，一场拘留风波就
此化解。此后的一个月内，邱某的
刑事财产刑部分顺利执行完毕。

而林某也主动到法院将其个人
剩余的罚金全部缴纳完毕，末了，
他还说了一句：“这笔钱付了，我也
不用难受了。现在的执行力度这么
大，我以前的案件也要申请执行！”

历时 4个月，这个原是望不到
头的案件终于画下句号。诚然，法
律的天平保障着特殊弱势群体的合
理便利，但这并不是躲避执行的完
美屏障。

用林某的话来说，如今的执行
力度越来越大，假如做每件事情之
前能多想一想，是不是就能少一些
任性妄为？假如办理每个案件之后
能多回头望一望，是不是就又多了
一些春和景明？

假如……
——刑事案件财产刑执行有感

■高仁政

市人民法院邀请民法专家开展市人民法院邀请民法专家开展《《民法典民法典》》讲座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