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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因装修而产生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解释》（下简称《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

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

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根据《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佣活动中遭受

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

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

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

如本案中的业主李某， 虽然在合同中加入了免责条款，

但由于没有选任有资质的施工方，导致其仍需承担责任。 调

委会建议，业主谨慎选择施工主体以降低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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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已成为欧莱雅集团最重要

的海外市场。 继去年首届进博会上的“三

熹玉”、”勃朗圣泉”等 4 个新品牌后，今年

欧莱雅又将两个还未在中国上市的彩妆

品牌带到进博会现场，中国也再度成为品

牌们首次“出海”的试验田。欧莱雅中国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费博瑞表示，随着中国市

场开放的速度越来越快，欧莱雅能够更快

地把新产品在中国注册上市。

中国市场成企业展示“黑科技”的重要平台

目前，世界各国正谋求从旧有经济模

式中实现转型，而中国则成为了改革和转

型的典范， 从依靠基础设施和投资驱动，

转型成为消费和创新驱动的经济体。 如

今，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已

近 30%。 消费正成为开启中国发展“新黄

金时代”的“金钥匙”。而进博会的举办，提

供了又一个中国和全世界共享消费机遇

的良机。

今年，欧莱雅以“带上世界来宠你”为

主题，以“三新”———新消费、新科技、新格

局为关键词，将展区打造成了进博会较大

的立体式“新消费”快闪体验展，也成为一

家联动 6.1H 品质生活展区、 新设立的

6.2H 高端消费品展区和 5.2 法国国家馆

“三馆共展”的消费品企业。

在进博会上，欧莱雅展位吸引了数十

万人次驻足体验。乘着进博会“东风”首次

正式与中国大陆消费者见面的两大个性

化彩妆品牌———高性价比专业彩妆品牌

“NYX Professional Makeup”（逆色） 及第

一个走向全球的独立彩妆品牌 URBAN

DECAY，收获了大量关注和热议，为上市

奠定了绝佳基础；结合美妆和尖端科技的

“黑科技”——— 中国大陆首展的修丽可

“Custom D.O.S.E 高端定制皮肤学配方

仪”、全球首秀的巴黎卡诗“头皮发质多功

能智能检测应用 ”、 亚洲首次亮相的

“Skin Genius 移动端一站式皮肤检测应

用”、 大陆首发的全球一款不含电池的便

携式肌肤环境探测仪———理肤泉“小针

探”、 全球率先动态发色模拟应用 Style

My Hair，都成为了展会备受追捧的“明星

展品”。

其中， 在 6.1H 展区的欧莱雅展馆中

央的“网红打卡点”———“告白指环”，有上

千观众留下了专属自己的美的告白；在

6.2H 高端消费品专区，兰蔻“菁纯玫瑰奢

享展”、阿玛尼美妆“Armani Box 影院主

题快闪店”、科颜氏“Made Better 绿色星

球计划沉浸艺术展览”等全球现象级沉浸

式体验项目成为了馆内地标；此次专设的

可持续发展“体验区”，通过电商“绿色包

裹”和首个“零碳”市场背后的故事，吸引

了一大批心系地球未来的访客，成为本届

“黑马景点”。

世界银行发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

境排名跃居全球第 31 位，比去年提升 15

位。欧莱雅是中国改革开放和营商环境持

续优化的见证者、受益者和参与者，尤其

在过去几年，从减税降负到“放管服”方方

面面的利好政策和新举措加速出台，落实

效率不断提升， 欧莱雅与中国市场共成

长、同发展、共享中国改革和市场开放带

来的巨大红利，并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健康

发展。

同享“中国机遇”下创美好生活

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

第二大化妆品市场和全球第一大贸易国，

欧莱雅也成为了中国第一大化妆品集团，

并将中国市场打造成了集团全球第二大

市场。 去年，欧莱雅中国录得十四年来最

高两位数增速，达到 33%。在 2019 年上半

年，中国市场的表现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步

伐，也帮助亚太市场成为集团全球第一大

区域市场。

进博会开幕式前，欧莱雅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安巩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并

在“数字化时代与电子商务创新发展”分

论坛上提到：数字科技和电子商务不仅是

消费的助推器，也是让人们生活更加美好

的创新动力，正在推动中国经济转变为消

费导向型、以消费者为中心、以人为本的

经济体系。 今天的中国已不只是一个市

场，更是全球科技突破的试金石、研发创

新的新枢纽和美好未来的实验室。

“中国创新正在成为世界灵感，中国

已是欧莱雅转型成为‘全球美妆科技领

导者’ 的重要引擎， 越来越多来自中国

的创新已扬帆出发， 为世界美妆行业的

发展带来启迪。 ”安巩表示，“欧莱雅将

继续以‘美美与共’的理念为引导，以美

丽事业作为纽带， 立足中国， 帮助中国

更深嵌入全球消费的产业链、 创新链、

价值链、 绿色发展链和世界公民生态

圈， 支持中国打造全球营商环境新高

地，一同为全球经济面向更开放、包容、

普惠、 平衡、 共赢的方向发展注入更强

的动力， 并与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人们同

享‘进博红利’和‘中国机遇’，迈向更美

好的生活。 ”

文 / 郑晓玫

二进“进博会”“三馆齐开”分享品牌“黑科技”

欧莱雅：未来的中国，海阔鱼大

在经历了 6 天的精彩纷呈、 高潮

迭起之后，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以下简称“进博会”）在近日落下帷

幕。 作为两届进博会的参展商联盟副

主席单位欧莱雅，也在 11 月 6 日确认

明年将继续参展第三届进博会。

欧莱雅集团董事长兼 CEO 安巩

▲

近日，天河区某小区业主李某

为了装修房子，与曹某签订了装修

工程承包合同。 在装修过程中，曹

某联系了陈某和张某两名工人来

清洗、安装空调。 怎料在清洗空调

时， 没佩戴安全带的张某不慎从 5

楼坠落，导致右手臂、肋骨、大腿多

处骨折。 对于张某的赔偿金额，业

主李某和承包人曹某一直僵持不

下。 在这次纠纷中，李某、曹某和陈

某，各自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据悉，张某受伤住院后，其亲

属认为张某是在施工过程中受伤，

因此应由李某和曹某都应承担责

任。 但李某认为他和曹某签订合同

时约定，若施工过程中发生意外业

主不承担任何责任。 而曹某则表示

清洗空调并不在合同范围内，认为

李某也有责任承担赔偿金。 由于三

方对赔偿金额一直谈不拢，张某委

托亲属向林和街调委会申请调解。

林和街调委会受理纠纷后，调

解员组织三方到场并充分听取了

他们的意见。 调解员总结并详细分

析了三方的争议焦点。 首先，由于

清洗空调是基于安装防盗网而产

生的附随义务，所以曹某主张的空

调清洗并不在合同约定范围内是

没有依据的。 其二，李某明知曹某

并不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而仍选

用，存在选任上的过失，因此不能

以合同的免责条款来免除自己的

责任。 同时，张某是根据曹某指示

去完成工作的，“因此承包人曹某

应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而业主李

某应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曹某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最后，调解员表示

张某在施工过程中由于没有佩戴

安全绳、安全帽等保护措施，应承

担一定的过错责任。

经过调解员分析，最终三方各

自做出妥协并就赔偿金额达成一

致：业主李某和承包方曹某同意各

一次性支付张某医疗费 42000 元；

此外， 业主李某一次性赔付张某

39000 元， 承包方曹某一次性赔偿

张某 55000 元。 同时，张某承诺在

收到上述款项后，不再以任何理由

和途经向业主李某及曹某主张任

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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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聘工人受了伤，赔偿谁付“大头”？

林和街调解员厘清三方责任调解赔偿费用，建议业主谨慎选择施工主体

白云区新市街

社保清单可在

“蜜蜂箱”随时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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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区

新市街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业务量前三位分别

为居住证业务、 出管税收业务和医保业务，办

理总业务量约679宗。

No.1�居住证业务

近一周：198人次 日均：40人次

温馨提示：居民办理居住证业务可以提前

通过“粤省事”微信小程序进行预约和申办。

No.2�出管税收业务

近一周：101人次 日均：20人次

温馨提示：纳税人可通过“粤商通”微信小

程序在线办理税务简易注销、 处罚等多项业

务，还可获取发票，进行发票核定。

No.3�医保业务

近一周：89人次 日均：18人次

温馨提示：社保清单可于中心内

24

小时智

能包裹柜（又称“蜜蜂箱”）处查询，减少排队等

候时间。 微社区

e

家通记者 刘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