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乘客乘坐公交时受到伤害， 究竟

何种情况可以得到赔偿， 公交车司机

对于乘客的提醒和注意义务的界限又

该如何界定？

我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第一

款规定： 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

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但伤亡

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

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 重大过失造

成的除外。 乘客与公交公司之间为基

于客运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 公交公

司应承担必要的注意义务。 公交公司

应当承担更高的保障乘客安全的义

务。

公交车是在公交司机掌管、 指挥

下运行的， 公交司机对运输过程的情

况更为了解和掌握。 乘客将人身安全

的一部分重要责任托付给承运人，承

运人对乘客在运输过程中受到的损害

应负加重责任。 除非公交公司能证明

乘客在乘车期间，包括上下车，受伤是

乘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 或是由于乘

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否则公交公

司一般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从社会秩序来看， 公共交通大量

存在视力障碍、 行动不便、 老人、 孕

妇、 怀抱小孩者这类弱势乘客， 他们

乘车存在不方便， 如果承运机构未正

确履行自身义务导致损害， 而将结果

归责于乘客， 特别是这类弱势乘客，

显然有悖社会公平与正义。 正是因为

存在大量行为不便的乘客， 所以作为

公共交通的承运机构， 有更大的注意

义务， 保证乘客的安全， 包括上下车

的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 并不是只有购买

了车票的乘客才有上述保障。 上述法

条的第二款规定，对按照规定免票、持

优待票或者经承运人许可搭乘的无票

旅客，同样适用。

信息时报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甘岸伟 梁艳华

责编：陈绵钦 美编：余永康 校对：段丁

今日开庭

2019.6.6��星期四

INFORMATION TIMES

A15

南沙法院发挥审判职能助力环境保护

非法捕捞被告人被判令投放鱼苗

越秀法院普法学堂

现场普法

非法捕捞最高可判

三年有期徒刑

南沙自贸区法院·

法治进行时

22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王君 刘玉清）

昨日是世界环境日，广州

南沙，珠江入海口，7.5 万尾鱼苗在广州

市南沙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南沙法

院”）

的监督下，被投放于万顷沙十九涌

附近适宜鱼类繁殖生长的海域。 近期，

南沙法院集中宣判 4 起涉嫌非法捕捞

的环境资源案件，探索适用增殖放流的

环境修复司法举措。 当天投放的鱼苗，

正是案件中的被告人自愿出资购买，用

于增殖放流、修复生态。

非法捕捞水产品触犯刑法被刑拘

2018 年上半年，4 起案件的被告人

分别驾驶无证无牌木船， 于不同时段，

在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大岗镇附近

的几处河涌， 使用自制电鱼工具电鱼、

捕捉水产品 5.85 公斤至 13.8 公斤不

等，后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刑事拘留。

南沙法院刑事审判庭刘玉清法官

介绍，根据最高检和公安部的刑事案件

立案追诉标准，这批案件的被告人在禁

渔区、禁渔期，使用禁用的工具、以电鱼

这种非法手段捕捞水产品的行为，已触

犯《刑法》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法院判令投放鱼苗修复生态

受公诉机关委托， 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对这批非法电鱼案件造成的生

态损害情况进行了评估。 评估报告显

示， 遭到电击的各类水生生物都会死

亡或受损， 危害面广。 侥幸逃脱电击

的鱼类， 其生殖繁衍功能也将受损，

过电水域还会出现局部“荒漠化”。 报

告还建议， 由损害生态的当事人放流

南沙水域本地鱼类， 通过鱼苗流放修

复渔业资源。

公诉机关在刑事附带民事的公益

起诉书中认为， 被告人违反保护水产

资源法规， 在禁渔区、 禁渔期内使用

禁用的工具捕捞水产品， 情节严重，

应当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追究刑事责

任。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公诉机关量

刑建议， 鉴于被告人在庭审后已经自

觉自愿、 主动出资购买了可用于放流、

修复生态的鱼苗， 所以我院最终减轻

了对被告人的刑事处罚， 并判令被告

人在判决生效十日内增殖放流相应价

值的鱼苗及成鱼， 同时被告人还需登

报道歉。” 南沙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合议

庭成员陈文铂法官告诉记者， 审理环

境资源案件， 要考虑惩罚措施与环境

修复之间的关系， 争取达到审理一案、

教育一片的效果。

近年来， 随着房地产价值的不断

飙升， 各种类型的涉房地产纠纷层出

不穷。 其中无权证用地、建房案件时有

发生。 越秀法院审理分析认为，该类案

件存在以下特点：1.违法违章建筑成本

低。 无权证情况下划地违法建房、用

房， 违法投入成本只有兴建房屋的材

料费和人工费。 2. 违法违章建筑收益

高。 利用此类房屋进行出租，收取租金

就租赁保证金的收益相当可观。 3.相关

责任人有意识规避法律风险。 违建方

以名为合作， 实为租赁的方式有意识

地意图规避法律法规对合同效力性强

制性规定。 4.实际使用人维权成本大。

实际使用人往往无法知晓违法建筑的

实际产权情况， 几手租赁协议和转租

协议变相剥夺实际使用人的权利，加

大了实际使用人的维权成本。 导致如

因房屋使用产生纠纷， 实际使用人难

以突破合作协议向实际违法建筑方主

张权利。

越秀法院提醒， 此类房屋在建设

和使用过程中均存在极大的风险。 首

先， 此类违法建筑因无相关产权手

续， 不能办理合法的永水永电等， 需

由违法建筑方自行办理临水、 临电，

在建筑时发生意外事故的风险极大，

若发生任何意外， 建设人、 施工方均

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其次， 因使

用临水、 临电， 往往会导致房屋的消

防功能薄弱， 无法通过相关消防验

收， 使用过程中发生消防事故的概率

较大。 再次， 此类房屋案在出租过程

中无法办理租赁合同备案登记、 无法

办理营业执照等， 实际使用人租赁、

经营等活动无法缴交相关税费， 往往

是违法或违规经营使用， 甚至在房屋

内进行违法犯罪行为， 若发生被查处

的情况， 实际使用人及出租人均需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信息时报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戴鹏 梁艳华

南沙法院法官除了在鱼

苗投放现场监督投放执行外，

还在现场对周边村民进行了

普法， 告知其每年的 3 月至 6

月是珠江流域禁渔期，禁渔范

围包括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

珠江源以下至广东省珠江口

（上川岛

-

北尖岛联线以北）

的

珠江干流、支流、通江湖泊、珠

江三角洲河网及重要独立入

海河流。 除休闲渔业、娱乐性

垂钓外，在规定的禁渔区和禁

渔期内， 禁止所有捕捞作业。

各类电鱼工具和电鱼捕捞方

法，属于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

捕捞工具和方法。 在禁渔区、

禁渔期内非法捕捞，最高可判

三年有期徒刑。

据了解， 南沙法院早在

2013 年就全市基层法院中率

先成立环保案件审判合议庭

（

2014

年更名为环境资源审判

合议庭）

， 积极发挥专业审判

优势和审判职能作用，为当地

生态环境健康发展提供了有

力的司法保障。

乘客上下车时摔伤

公交公司是否承责？

无权证用地建房有风险

建设者使用者均要担责

昨日，

7.5

万尾由被告人购买的鱼苗在南沙法院的监督下放回大海。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