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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9日袁埭溪镇四季玫瑰庄园的工作人员在采摘玫瑰遥
浙江湖州吴兴区埭溪镇自 2015年以来开始建设美妆小镇袁打造从原料种植尧产品研发生产到消费旅游的全链平台遥 经过几年的发展袁小镇共引进化妆品相

关企业 103家袁野美丽冶产业的兴起为这座浙北小镇带来了活力遥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9 日电
教育部 9日发布 2020年第 1号留
学预警，提醒谨慎选择赴澳或返澳
学习。

预警指出，澳大利亚主要高校
计划于 7月前后陆续开学。全球新

冠肺炎疫情扩散蔓延势头没有得到
有效控制，国际旅行和开放校园存
在风险。疫情期间，澳大利亚发生
多起针对亚裔的歧视性事件。教育
部提醒广大留学人员做好风险评
估，当前谨慎选择赴澳或返澳学习。

教育部发布留学预警：
当前谨慎选择赴澳或返澳学习

据新华社平壤 6 月 9 日电
朝中社 9 日发表公报说，将从当
天中午 12时开始切断朝韩之间一
切通讯联络线，以抗议韩国纵容
“脱北者”从韩国往朝鲜方向散发反
朝传单以及韩国对此的处理方式。

公报说，朝方将断绝并废除
通过朝韩联络办公室维持的双方
之间的通讯联络线、朝韩军方之
间的东西海通讯联络线、朝韩通
讯试验联络线，以及朝鲜劳动党

中央总部大楼和韩国总统府青瓦
台之间的热线。

公报说，8日，朝鲜劳动党中
央副委员长金英哲和党中央第一
副部长金与正在对韩国工作部门
的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对南工
作全面转换为“对敌工作”。

公报批评韩国纵容“脱北者”
从韩国往朝鲜方向散发反朝传单。
公报说，这次的措施只是第一阶
段行动。

朝鲜说将切断朝韩之间
一切通讯联络线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9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6 月 9 日同菲律
宾总统杜特尔特互致贺电，庆祝
中菲建交 45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国和

菲律宾是友好邻邦，传统友谊源远
流长。建交 45年来，中菲关系取
得长足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两国政

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持续拓
展，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
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福祉，为地区
稳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菲两国都处
在发展关键时期，合作前景广阔。
我高度重视中菲关系发展，愿同
杜特尔特总统一道努力，推动中

菲全面战略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
台阶。中方对菲律宾遭受新冠肺
炎疫情感同身受，愿同菲方携手
努力、共克时艰。

杜特尔特在贺电中表示，菲
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亲情绵延千
年。1975年建交以来，两国友好
关系不断发展。当前世界安全和

稳定持续面临挑战，新冠肺炎疫
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凸显，
进一步强化菲中伙伴关系至关重
要。菲方视中方为亲密邻邦和重
要伙伴，愿继续秉持和平共处、
互利合作原则，不断深化两国全
面战略合作，促进两国的和平、
发展和繁荣。

习近平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就中菲建交 45周年互致贺电

遭遇高空抛物，如何讨要说
法？好意同乘发生事故，司机是
否需要担责？买了缺陷汽车，召
回费用谁“埋单”？

翻开民法典，从社会交往到
经济活动，从交通事故到医疗纠
纷，从现实损害到网络侵权，这
些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
问题都能找到答案。

遭遇高空抛物袁 如何保
护 野头顶上的安全冶钥

揖案例铱 今年 5 月，广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涉高空抛物、
坠物十大案例。其中有一起案件
为珠海某物业公司未尽管理职
责，外墙瓷砖脱落砸伤路人致
死，法院判决物业公司赔偿 89
万余元。

揖说法 铱 如今城市高楼林
立，人口居住密度大，近年来，
高空抛物造成他人人身和财产损
害的事件在各地时有发生。

民法典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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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难以确定具
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
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
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
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
侵权人追偿。

高空抛物是一种特殊的侵权
行为，通常情况下比较难确定侵

权行为人。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
陈晶莹说，法条中专门规定，如
果不能证明你不是侵权行为人，
那么此时法律推定可能加害的建
筑物使用者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民法典赋予了其追偿权，如
果在赔偿受害人之后，能够确认
真正侵权人时，可以依法向真正
的侵权行为人追偿。

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律师彭
静认为，清除高空抛物是社会治
理的重要内容。彻底根除这一社
会弊病应当从道德、法律和技术
等层面综合施治。在法律层面，
要加大对高空抛物行为的民事追
责和刑事处罚。在技术层面，要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对
高空抛物坠物的监控和防范，特
别是根据民法典规定，物业服务
企业要充分履职。

好意帮忙载人袁 出事故
了也要担责钥

揖案例 铱 黄先生下班经常
免费搭载住在同一小区的王女
士一道回家，某日回家路上发
生交通事故致王女士受伤。王
女士将黄先生和保险公司告上
法庭，要求其承担全部损失 30
余万元。黄先生大呼冤枉，做
好事还得承担责任，心中愤愤
不平。

揖说法铱 民法典规定，非营
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
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

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
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的除外。

驾驶人在未收取乘车人任何
费用的情况下，允许乘车人搭乘
其驾驶的机动车，行为符合社会
道德和绿色出行理念，应受到鼓
励和支持。发生交通事故后，根
据公平原则，应减轻驾驶人的赔
偿责任，民法典对此予以了明
确。

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高子程
说：“无偿搭乘车辆，在我们身
边时有发生。遇到确实需要帮助
的人，明明可以让他人搭乘自己
的车，但是又怕出事故承担赔偿
责任而拒绝他人搭乘。民法典增
设‘好意同乘’条款，鼓励人们
助人为乐，符合公序良俗及公平
原则。”

高子程认为，民法典明确了
无偿驾驶人仅是在轻过失时可以
减轻责任，重大过失情况下仍要
承担侵权责任，体现了法律保护
同乘人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在保
护受害人权益和鼓励善良间寻求
平衡的价值取向。

买到缺陷产品袁 召回费
用谁来 野埋单冶钥

揖案例铱 5月 28日，武汉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 2020 年第
10 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公
告。湖北一家食品公司生产的鸭
脖、凤爪等产品，因为菌落总数

超标被要求下架、召回。
揖说法铱 民法典规定，因产

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
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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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损害也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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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
德云认为，对生产者、销售者召
回缺陷产品的责任作出规定，强
化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是健全
市场经济制度，尤其是在与百姓
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药品领域
维护广大消费者权益的必要举
措。

在汽车消费市场上，“问题
车”维权经常需要专业检测，由
此产生检测费，召回期间还将发
生一系列的运输费、交通费，成
为横在消费者维权路上的“拦路
虎”。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将为消
费者有力撑腰。

“缺陷汽车召回事件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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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云说，
明确问题产品召回“埋单人”，
将有效倒逼企业提高产品质量、
完善售后服务。

渊据新华社北京 6月 9日电冤

遭遇侵权，民法典如何定分止争？

聚焦民法典·以案说法

6月 8日袁乘客在英国伦敦希思罗
机场第五航站楼外排队遥

英国政府 5月 22日宣布袁 从 6月
8日起袁对大部分入境英国的旅客实施

为期两周的自我隔离遥 爱尔兰入境人
员尧抗击疫情的医护人员以及季节性农
业工人等群体不受这一措施影响遥

新华社发

英国：大部分入境人员
需自我隔离 14天

6月 8日袁美国华盛顿白宫附近的
隔离围栏上贴着野黑人的命也是命冶的
抗议标语遥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暴力执

法致非裔男子乔治窑弗洛伊德死亡袁由
此引发的抗议活动当日在美国首都华

盛顿继续进行遥
新华社发

美国华盛顿：
抗议警察暴力执法活动持续

6月 8日袁 一名戴口罩的男子进入
巴西圣保罗市一家超市遥

世界银行 8日发布最新一期叶全球
经济展望曳报告预测袁受新冠疫情冲击袁
今年巴西经济将萎缩 8.0%遥 在其 1月

发布的报告中袁世行预计今年巴西经济
将增长 2.0%遥 根据巴西国家地理统计
局的数据袁这将是有记录以来巴西最严
重的经济衰退遥

新华社发

世行预计今年巴西经济下滑 8%

浙江湖州：
青山绿水间的“美丽”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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