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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亏能否自己“找补”止损？

比如面对吃“霸王餐”的“餐霸”，饭

店在警察赶到前能否先扣下人或

其物品？ 对此类行为，民法典侵权

责任编草案继在二审稿中提出“自

助行为”免责制度后，又在三审稿

中进一步予以规范。

根据草案二审稿，合法权益受

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

国家机关保护的，受害人可以在必

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

合理措施，并在事后立即请求有关

国家机关处理。

目前草案三审稿在“自助行

为”规则适用条件上增加了一个限

定条件，即“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

其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

才可以实施自助行为。

“自助行为”止损须符合限定条件

点评：“严格限定‘自助行为’的适用条件，可以有效避免适用扩大化

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朱虎认为，这样规定既回应了现实需

要，也意味着将“自助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进行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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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驻港公署敦促

加方立即停止

干预香港事务

据新华社电

针对近日加拿大

政客不顾中方坚决反对， 接二连三

发表涉港错误言论， 外交部驻香港

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发言人22日

表示， 加拿大方面屡次对香港事务

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粗暴干涉中国

内政， 外交部驻港公署对此表示强

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发言人指出， 加方错误言论将

暴力违法行径同和平集会混为一

谈，无视香港警队依法惩治暴力，却

别有用心地提出所谓各方保持克

制。这种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错误

言论， 与当前香港社会和全体市民

止暴制乱、 恢复秩序的普遍诉求背

道而驰， 实质是为暴力违法分子撑

腰打气。

发言人强调， 香港是中国的香

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

何外国、组织和个人干预。我们再次

敦促有关国家和政客摆正位置、悬

崖勒马， 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

则，立即停止拿香港事务“刷存在”！

据新华社电

现行法律对假药、劣药

范围界定比较宽泛， 不便于精准惩治。

22 日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的药品管理法修订草案，

明确界定了假药、劣药的范围。

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中，对原“按

假药论处”“按劣药论处”情形中国务院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禁止使用的药品，必

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 进口的药品，

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药品，使

用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的原料药生产

的药品，使用未经批准的直接接触药品

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生产的药品单独作

出规定，明确禁止生产、进口、销售、使

用这些药品，并从严规定处罚。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宋华琳说，

对假药、 劣药概念加以界定和厘清，使

得假药、 劣药概念更为契合事物本质，

相对更容易认定， 更符合执法实践，有

助于更好地打击危害药品安全的行为。

此外，二次审议稿更加体系化、无疏漏

地为违法行为设定法律责任，从而形成

周密的监管网络。

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提出，未经批

准进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药品，情

节较轻的，可以减轻处罚；没有造成人

身伤害后果或者延误治疗的，可以免予

处罚。

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研究会会长

唐民皓说，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将药品

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违规情形从药

品品质的假劣中分离出来，单独列出进

行表述，有助于监管执法的科学性。

药品管理法修订草案提交审议

“假药”“劣药”将获明确界定

民法典人格权编、侵权责任编草案三审稿提交审议，不少法律热点问题引发关注

行踪等拟纳入个人信息保护范围

据新华社电

高空抛坠物咋追责？ 宾馆房间被偷拍能维权吗？ 买了缺陷汽车要召回费用谁“埋单”？ 吃了亏能否自己先“找补”止损？ ……22 日，民法典人格权编和侵

权责任编草案三审稿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其中一些法律热点问题引发公众关注。

近年来，各地宾馆、民宿、试衣

间等场所针孔摄像头偷拍事件屡有

发生，引发公众担忧；另一方面，大

量电子邮箱地址、 公众人物行踪信

息等被不法分子盗取放在网络平台

上售卖， 造成严重的人身财产安全

隐患。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三审稿将

“隐私”的定义修改为“自然人不愿

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 私密活动

和私密信息等”，并增加规定：除法

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同意外，任

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搜查、 进入、窥

视、拍摄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

密空间。

此外，草案三审稿将“电子邮箱

地址”和“行踪信息”纳入个人信息

范围，将二审稿中“收集、使用自然

人个人信息”的表述，修改为“收集、

处理自然人个人信息”，并明确“个

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使

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

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范围扩大

缺陷产品召回产生的必要费

用由谁来承担？ 侵权责任编草案

三审稿对这一焦点问题予以明

确：生产者与销售者。

此前，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

案二审稿对生产者、 销售者召回

缺陷产品的责任作出规定： 产品

投入流通后发现存在缺陷的，生

产者、 销售者应当及时采取停止

销售、警示、召回等补救措施。 未

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补救措施

不力造成损害扩大的， 对扩大的

损害也应承担侵权责任。

这次草案三审稿在二审稿基

础上增加一款规定： 依照前款规

定采取召回措施的，生产者、销售

者应当负担被侵权人因此支出的

必要费用。

缺陷产品召回由生产、销售者“埋单”

近年来， 各地高空抛物坠物

事件频发，“头顶上的安全” 令人

忧心。 为此，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

案三审稿明确： 禁止从建筑物中

抛掷物品。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

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

他人损害的， 由侵权人依法承担

侵权责任。

针对司法实践中侵权人认定

难导致“一人抛物全楼赔偿” 的

问题， 草案三审稿规定， 有关机

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 查清责任

人。 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

的， 才适用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

使用人给予补偿的规定。 可能

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发现

侵权人的 ， 有权向侵权人追

偿。

草案三审稿还强调， 建筑物

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

措施防止此类情形的发生； 未采

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 应当

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

侵权责任。

明确高空抛坠物侵权各方责任

据新华社电

药品质量出了问题，

已经吃了药的消费者找谁维权？ 药品

管理法修订草案拟明确药品质量首负

责任制， 即谁先接到受害人赔偿请求，

谁先行赔付。 这意味着， “药品质量

问题发生后， 用药者能尽快找到一个

责任主体请求赔偿， 方便群众迅速解

决纠纷。” 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社

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胡颖廉说。

根据修订草案， 因药品质量问题

受到损害的， 受害人可以向药品上市

许可持有人、 药品生产企业请求赔偿，

也可以向药品经营企业、 医疗机构请

求赔偿。 接到受害人赔偿请求的， 应

当实行首负责任制， 先行赔付； 先行

赔付后， 可以依法追偿。

值得注意的是， 药品上市许可持

有人此次也被纳入质量首负责任制的

主体范围中。 胡颖廉说， 此次法律修

订的一大亮点就是引入了药品上市许

可持有人制度。 用药者可向药品全生

命周期的“最前端” ———药品上市许

可持有人主张质量赔偿责任， 足见其

“严”， 更见其“便民、 利民”。

草案拟明确药品质量首负责任制

谁先受理谁先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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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宪忠指出，将“电子邮箱

地址”和“行踪信息”纳入个人信息范围让个人信息保护的定义更加清晰

全面；但要从源头有效治理个人信息泄露，还应注意加强对互联网公司、

银行、物流企业等信息收集者的引导。 他建议在民法典基础上再专门立法

保护个人信息。

点评：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熊文钊表示，明确禁止抛

掷的条款，将更便于司法实践操作。 草案三审稿对建筑物管理人安全

保障义务的规定，有利于从源头上解决高空抛坠物问题。 “与其将立法

落脚点仅定位在危险发生之后，倒不如防患于未然，加强高空抛物坠

物危险发生前的安全保障。 ”他说。

点评：“汽车缺陷产品召回高发，现实中经常碰到消费者对汽车召

回期间发生的运输费、交通费等提出主张的案例。 ”重庆市律师协会民事专

委会主任吴启均说，明确“埋单人”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相关规定

的进一步确认，同时将法条的适用范围从消费者扩大到被侵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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