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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法治
乡村走笔

小巷管家 居民们贴心的“服务员”
—— 武清区坚持党建引领改善基层治理微循环效果凸显
新农村关注
■ 本报记者 陈忠权

截至目前，武清区现有赋能的小巷管家
队伍 84 支、骨干人员共 730 多人，成为了居民
们离不开的爱心团队，受到了热烈欢迎和交
口称赞。

漏水问题解决了
邻里关系和好了
今年 3 月的一天，家住武清区杨村城区富
民里社区的李女士家屋顶漏水，影响日常生
活。正在她为难之际，社区小巷管家站出来了，
73 岁的带头人宋秀芹深入热力公司详细了解
情况，最后促成热力公司立即修理管道。
管道漏水解决了，但李女士家提出需要楼
上邻居赔偿问题，而对方并不同意，
两家产生矛
盾纠纷。得知这一情况后，宋秀芹又不厌其烦
地做两家思想工作，经过多次劝说，
双方终于达
成了赔偿意见，矛盾得到及时化解，
上下楼关系
恢复以往。
富民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莫会英
说，小区始建于 2011 年，现有 37 栋楼、4000 多
人，是还迁小区，人多，事多，她们忙不过来。
2019 年开始，武清区民政局在社区组建小巷管
家团队，帮助社区居委会和物业进行日常管理，
调节邻里纠纷，共建和谐社区，效果特别好，小
巷管家帮了大忙。
宋秀芹说，武清区民政局来到小区组建小
巷管家，把我们原来成立的歌舞队纳入小巷管
家，然后又帮助我们扩招了 10 多名人员，小巷
管家团队正式建成。2 年来，在区民政局大力
支持下，在社区党委帮助下，
我们积极发挥退休
老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大力开展和谐社区建设，
谁家有困难，我们去帮忙；哪栋楼居民有矛盾，
我们去调节，现如今，社区百姓和睦相处，亲如
一家。

地面平整安全了
孤寡老人露笑颜
家住蒲瑞祥园西区的 70 多岁残疾老人王
玉玲，平常需要乘坐轮椅活动，
但家里地面没有

逻小队，每天对社区安全警示标志、消防通道、公
共空间、电梯等公共安全设施进行检查，及时排除
安全隐患，成为社区里的安全卫士。连日来，在滨
河社区等多个社区，小巷管家们成立了合唱团，带
领社区居民演唱红色歌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受到热烈欢迎。居民们也踊跃参加，用
歌声表达对党的赤诚之爱。

在武清区很多社
区 ，新 增 加 了 一 个 特 殊
群 体 —— 小 巷 管 家 。 她
们都是社区普通的居民、
热心的百姓，她们组成一
个团队，身穿蓝 马 甲 ，每
天忙于美化净化社区环
境 ，调 节 邻 里纠 纷，关爱
困难群众，全力为居民干
实 事，解难 题，成 为 了社
区 日 常 管理 的“千 里眼”
“顺风耳”
“好帮手”，有效
改善了基层治理微循环，
大大增强了基层治理的
“有生”力量。

装修，门槛又太高，轮椅过不去。了解这一情况
后，社区小巷管家负责人、共产党员田建生立即带
人给她家铺设地板革，并把门槛进行了专门改造，
让轮椅可以顺利进出。田建生说，他们不但帮扶
困难群众，还在区民政局帮助下，
专门设立公益服
务项目，让孤寡和困难群众得到及时的帮助。
区民政局相关同志介绍，小巷管家聚焦社区
群众最关心的服务内容，采取了“项目化”管理方
式，将服务内容分为公益服务类、文化发展类、公
共事业类等三类，将社区环境卫生、互帮互助、文
化娱乐、健康养老、社区安全等重点和难点，通过

文明养犬成时尚
居民们拍手称快

建立项目方式，确保取得最好效果，
不但看实施过
程，更要看最后取得的实际效果。
公益服务类项目，以关注服务社区特殊群体
为主。上马台镇隆泰家园社区小巷管家们，与社
区内 85 户独居老人建立“一对一”服务，为独居老
人提供“保姆式”服务。社区文化发展类项目，以
传统文化传播组织为主。高村镇牛镇新苑还迁社
区小巷管家们，每逢重要节日，在社区举办“最美
夕阳红”老年戏曲活动，丰富社区居民的娱乐生
活。社区公共事业类项目，以巡察走访矛调为
主。徐官屯街道孔官屯社区小巷管家们，组成巡

热点聚焦

5 月 27 日至 28 日，武清区民政局邀请第三方
培训机构——
“恩派”
举行了社区辅导员和小巷管
家培训班，以增加小巷管家们的社区管理实际本
领，受到热烈欢迎。两年来，
武清区涌现出了一大
批深受居民欢迎的小巷管家。
在龙湾城社区，这里有一只爱犬小巷管家团
队，负责人介绍，辖区内有不少居民养犬，但过去
遛狗习惯不佳，狗便不及时处理，有的还不拴狗
绳，让狗四处奔跑狂吠，严重影响小区安全。为
此，他们组建了小巷管家，制定了文明养犬公约：
一是狗便及时清理；
二是出门遛狗必需拴狗绳，三
是严防狗吠。与此同时，跟进实施治理措施，小区
内建狗便取纸箱，方便及时就近清理狗便；
二是要
求养犬户出门必须拴狗绳，避免咬人和狗吠。
还有居民反映，私家车车轮处时常发现有狗
尿，小巷管家及时在小区空旷地带设置多个废弃
的汽车轮子，利用狗喜欢闻橡胶味道大小便的特
点，专门吸引狗到此处大小便，
然后集中清除。小
巷团队还举办奖励活动，利用积分兑换等方式，奖
励社区居民文明养犬，效果良好。
为确保小巷管家规范服务居民，武清区民政
局积极探索并坚持“系统推进、制度保障、规范运
行”原则，探索社区治理“一辕协调、三级四维、制
度护航”支持体系，即：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
导服务和引导统筹的
“一辕”
作用；
明确民政督、社
区辅导员和社会组织联合会扶、第三方机构陪的
“三级”
分工作用；
聚合小巷管家、社区辅导员和社
会组织联合会、第三方机构等“四个”维度主体力
量，并制定了《武清区小巷管家管理办法》，规范志
愿服务管理，确保了小巷管家行稳致远。
“在区委、区政府大力支持下，在市民政局
大力帮助下，我们按照区党建引领基层体制机
制创新要求，在全区所有社区推广建立小巷管
家队伍，突出党建引领，开展常态化志愿服务，
取得良好效果。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壮大小巷
管家队伍，广泛开展社区共建共治共享，让社区
成为居民们快乐生活的大家园。”武清区民政局
负责人刘振明表示。

以案说法

与
“人脸识别”
有关的法律问题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
人脸识别技术被应用于生活各个角落，
从手机解锁到上班
“打
卡”
，
我们的脸几乎每天都在被各式各样的设备扫描，
这也意味着我们的个人信息和隐私在不
断地暴露。近两年，
关于人脸识别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从今年3·15晚会
曝光的多家知名商店安装人脸识别摄像头，
到杭州市中院审理的人脸识别第一案，
让个人隐
私保护再次成为焦点话题，
那么个人信息(包括生物识别信息）的收集、
使用怎样才算是合法、
正当、
必要的呢？什么情况下才可以进行生物识别信息的收集？在事先不告知的情况下收集
是不是违法的呢？
法律支持 张盈律师事务所

如何合法使用个人信息
根据《民法典》第 111 条的规定，
“自然人的
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
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
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
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
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
息。
”
这里的
“个人信息”
，
指的是以电子或者其他
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
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
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
话号码、
电子邮箱、
健康信息、
行踪信息等。
此外，
《网络安全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等法律法规也
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予以法律规制。
《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 29 条规定，
“ 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
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
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
消费者同意。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
息，应当公开其收集、使用规则，不得违反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信息”。
《关
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第 2 条规定，
“网
络服务提供者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在业务活动
中收集、使用公民个人电子信息，应当遵循合
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
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违反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信
息。
”
可见，对于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即合法、正当、必
要的三原则。

如何合法收集个人信息
根据 2021 年 4 月 29 日发布的《个人信息

保护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征求意见》，对于个人信
息的收集应当注意如下几点：
首先，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
的，并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所必要的最小范围、
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不得进行与处
理目的无关的个人信息处理。
其次，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公开、透明的原
则，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明示处理的目的、方
式和范围。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收
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
再次，收集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的同意，即
应当由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确作出，
但是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需、为应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
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必需、为公共利益
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
在合理的范围内
处理个人信息等情形除外。
最后，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应
当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向个人告知下列
事项:1. 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身份和联系方式；2. 个
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
处理的个人信息种
类、保存期限；3. 个人行使本法规定权利的方式和
程序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告知的其他事项。

事先不告知采集个人信息
涉嫌违法
2021 年 4 月 9 日，杭州“人脸识别第一案”二
审判决结果“出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野
生动物世界赔偿郭某合同利益损失及交通费共计
1038 元，删除郭某办理指纹年卡时提交的包括照
片在内的面部特征信息；驳回郭某提出的确认野
生动物世界店堂告示、短信通知中相关内容无效
等其他诉讼请求。
2019 年 4 月 27 日，郭某与妻子向野生动物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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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购买双人年卡，并留存相关个人身份信息、拍摄
照片及录入指纹。后野生动物世界向包括郭某在
内的年卡消费者群发短信，表示将入园方式由指
纹识别变更为人脸识别，要求客户进行人脸激活，
遂引发本案纠纷。
杭州中院审理认为，
郭某在知悉野生动物世界
指纹识别店堂告示内容的情况下，
自主作出办理年
卡的决定并提供相关个人信息，
该店堂告示对双方
均具约束力，且不符合格式条款无效的法定情形；
而人脸识别店堂告示并非双方的合同条款，
对郭某
不发生效力。野生动物世界为游客游览提供了不
同入园方式的选择，郭某知情同意后办理指纹年
卡，
其选择权未受到侵害。野生动物世界亦不存在
欺诈行为，但其单方变更入园方式构成违约，应承
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判决野生动物世界赔偿郭
某合同利益损失 678 元、交通费 360 元均属适当。
野生动物世界欲将其已收集的照片激活处理为人
脸识别信息，超出事前收集目的，违反了正当性原
则，
故应当删除郭某办卡时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内的
面部特征信息。鉴于野生动物世界停止使用指纹
识别闸机，致使原约定的入园服务方式无法实现，
亦应当删除郭某的指纹识别信息。
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 11
条的规定，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
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
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
并经消费者同意。且经营
者不得有下列行为：1. 未经消费者同意，收集、使
用消费者个人信息；2. 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
提供所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3. 未经消费者同
意或者请求，或者消费者明确表示拒绝，向其发送
商业性信息。否则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可能面临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
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等处罚。情节严重的，将被责令停业整顿、
吊销营业执照。

■本报记者 王音

眼下，正值水稻插秧的黄金期。连
日来，北辰区万亩水稻田进行了大规模
机械化插秧。农田里随处可见繁忙劳作
的景象。自 5 月开始，机械化插秧将持
续一个月左右。
秧苗下田，蕴含着新的希望。
在大张庄镇大兴庄村的稻田中，村
民们驾驶着插秧机在田里来回穿梭作
业。光亮如镜的水田里，一株株翠绿的
秧苗均匀地“栽”入浅水中。由于采用
机械化耕作，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缩
短了耕作时间，不一会儿点点翠绿便点
缀水面。
农户沈冰洋告诉记者，在插秧机的
助力下，自家 600 余亩稻田，一周内就能
完成插秧。大张庄镇副镇长王建生介
绍，今年全镇水稻插秧面积达 9200 亩。
各村提前组织农户备耕，确保水稻插秧
机到位。
为了保证插秧工作顺利进行，北辰
区立足一个“早”字抓备耕，提前做好水
稻种子浸播，保证种子、化肥、农药等供
应渠道畅通。同时，北辰区大力推广水
稻减量增效施肥技术，全面提高肥料利
用率和肥料使用水平。
为推动稻渔综合种养高质量发展，
该区全面开展 3000 亩稻渔种养示范推
广工作，达到一水两用、一地双收、稳粮
增效、稻渔双赢的综合效果。
区农业农村委农业技术推广科科长
刘洪军介绍，全区水稻种植过程中机械
化达到 100%，病虫害防治采用绿色防
控措施，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截至目前，北辰区已完成小站稻种
植面积 1.6 万亩，主要采用津原 89、金稻
919、津育粳 22 和 U99 等，优质、抗瘤、
高产、广适的小站稻优良品种。

埋头走路撞上玻璃门
是赔门还是赔人？

许多商场为了美观都会安装玻璃门，看
起来干净、整洁、高大上，但当顾客不小心撞
上玻璃门，或损坏玻璃，或伤了人，责任如何
判定？近日，南开区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公
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纠纷案。

杨爽

万亩水稻插秧美如画

去年 8 月，小张到一家健身房咨询会员
卡办理相关事宜，离店时不小心撞到了该店
的一面玻璃墙上，导致身上多处软组织挫伤
和手腕戴的浪琴手表表盘断裂损坏。他认
为，健身房没有尽到对经营场所的安全保障
义务，致使其身体和经济双重损失，
要求该健
身房对其损坏的手表进行检测及维修，损失
预估 6500 元。该健身房认为，小张撞到的是
玻璃墙，并非正常进出的店门，
且小张撞到的
是头部，对其要求赔偿手表有异议。双方协
商不成，后小张将该健身房经营者天津某公
司诉至法院。

【法官释法】
法院查明，该健身房店门靠收银台一
侧确有一面玻璃，该玻璃上没有设置明显警
示标志。根据该健身房监控视频及截图显
示：小张行至玻璃处时未看向前方，低头行
走，撞到该玻璃上，导致其左手佩戴的浪琴
手表的表盘断裂。法院经审理认为，
《中华
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 37 条规定，宾
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
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本案中，被告作为该门店的经营

者，在门店安装透明玻璃时应充分考虑其易发
生的危险，其未在玻璃上设置警示标识，也未
在该玻璃附近设置相关的提示标志，故被告作
为健身房管理人没有充分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对给小张造成的经济损失应承担主要责任。
另一方面，事发时小张系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社会生活中应尽到合
理的注意或者采取可以获得的预防措施来保
护自身身体、财产及其他权益免受侵害，然而
小张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自身也有过错，
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综合原、被告在事故中
的过错程度及事故发生的过程，法院酌定原
告小张承担 30%的责任，被告天津某公司承
担 70%的责任。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 15 条：承
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
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
复原状；
（六）赔偿损失；
（七）赔礼道歉；
（八）消除
影响、
恢复名誉。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
以单独适用，
也可以合并适用。第 19 条：
侵害他
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
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第 26 条：被侵权人对损
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
任。第 37 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
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
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
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南开区法院供稿

律师信箱

因第三人过错导致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
动物饲养人是否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今年1月底，我邻居家7岁孩子偷偷将我 的过错致使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可
饲养的狗牵走，但牵狗时未注意街边老人，致 以向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请求赔偿，也可以
使狗冲撞了老人导致其受伤住院，现老人要 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
求我承担他的医疗费。请 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问，我是否需要承担赔偿
根 据 上 述 规 定 并 结 合 您 的 描 述 ，老 人
责任？ 读者：王女士 受 伤 住 院 是 因 为 您 邻 居 孩 子 过 错 造 成 ，老
律师解答：
我 国《民 法 典 》第
1250 条规定，
“ 因第三人

人作为被侵权人可以向您请求赔偿。您
作为动物饲养人赔偿后有权向您的邻居
进行追偿。
天津国鹏律师事务所 李宁 张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