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何为诈捐？

2016年 9月 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慈善法》第34条规定：“本法所称
慈善捐赠，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基于慈善目的，自愿、无偿赠与财产的活
动。”本条规定的慈善捐赠存在两种形
式，一是捐赠者直接将财物捐赠给公益
活动的受益人，二是捐赠者将财物捐赠
给具有资质的组织或团体，由接受捐赠
的组织或团体对财物进行支配。
通过以上规定，我们可以得出诈捐

的内涵，即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公开承诺进行捐赠或签订了捐赠协议，
逾期未按承诺或协议履行捐赠义务的
行为。常见的诈捐一般表现为两种形
式，一是捐赠人通过媒体等公开方式承
诺捐赠后未实际捐赠或未按承诺金额、
数量等捐赠；二是捐赠人签订捐赠协议
后未按约定交付或未足额交付捐赠款
项或物品等。

■ 法律如何规制“诈捐”？

诈捐行为人可能承担

哪些法律责任？

捐赠是一种赠与行为，就是赠与人
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
表示接受赠与，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成
立赠与合同法律关系。诈捐行为人往往
是在公开做出捐赠承诺或签订捐赠协议
后未按承诺或合同约定履行捐赠义务，
那么公众不禁要问捐赠承诺或捐赠协议
能不能撤销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658条第一款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
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第
二款同时明确，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
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
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
用前款规定。由此可见，公益捐赠一方
一旦公开做出捐赠承诺或签订协议的，
均不得撤销其做出捐赠的意思表示。
对于诈捐行为人未按承诺或协议履

行捐赠义务的，根据《民法典》第660条
的规定，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
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
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
交付赠与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请求交
付。依据前款规定应当交付的赠与财产
因赠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毁损、灭
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慈善
法》第42条规定，捐赠人应当按照捐赠
协议履行捐赠义务。捐赠人违反捐赠协
议逾期未交付捐赠财产，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慈善组织或者其他接受捐赠的人
可以要求交付；捐赠人拒不交付的，慈善
组织和其他接受捐赠的人可以依法向人
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或者提起诉讼：（一）
捐赠人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
媒体公开承诺捐赠的。（二）捐赠财产用
于本法第3条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慈
善活动，并签订书面捐赠协议的。
可见诈捐行为人违反承诺或捐赠

协议未交付捐赠财产的，应依法承担相
应的给付责任或赔偿责任，同时《慈善
法》第109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
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
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如实践中冒充慈善
机构、公益组织等骗取他人财物，或将

构成诈骗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
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
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
金或者没收财产。

■ 诈捐行为违法

亦违背公序良俗

法律规制之外还需人心向善

国家鼓励和支持自然人、法人和其
他组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依法开展慈善活动，
慈善捐赠不仅仅在于物质上的救助，更
在于弘扬团结互助、无私奉献、扶危济困
的传统美德及核心价值观。慈善亦能带
动企业或公众人物营造良好的正面形
象，赢得大众好感，这本是双赢的事情，
但慈善不应成为炒作手段或规避法定义
务的方式，更不应成为违法犯罪的温
床。诈捐行为人违背慈善捐赠的初衷实
施“诈捐、骗捐”等行为，不仅严重违反法
律法规的规定，而且诈捐行为严重违背
公序良俗，更触及公众诚信底线，尤其是
涉及知名企业、公众明星时，社会影响更
甚，极易给社会诚信体系造成不可磨灭
的损害。正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法律规定往往滞后且带有事后救济或弥
补损失的性质，唯有头悬法治之剑，胸怀
大爱无疆之念，秉持心中之善，方能还慈
善捐赠以博爱氛围及向善境界！

诈捐违法亦悖俗
法律规制之外也需人心向善

王政佼

前不久郑州突遭暴雨侵袭，全国各地慈善捐助、支援救灾

的声音不绝于耳，但诸如某歌手篡改捐款回单诈捐、质疑某服

装品牌企业诈捐等也频频登上了热搜榜，给万众一心抗险救灾

的大局带来些许不和谐之音。那么何为诈捐？诈捐违背了哪

些法律规定？诈捐行为人应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慈善公益

捐赠如何合法又合情？
法律支持 天津中津至德律师事务所

如今各种健身室内运动越来越
受青睐。下班后、休闲时到健身房或
瑜伽馆运动一番成为很多人的消费
习惯，而健身教练的指导往往是我们
能否达到运动健身目的的关键，为此
很多健身消费者不认“店”，只认
“人”。那么如果健身教练“突然”离
职，消费者能否以此为由要求和商家
解除合同呢？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
院曾审理过这样一起民事案件。

案情：

2019年8月28日，付某某与某健
身公司南开分公司签订《私人教练训
练计划及课程合同》，由教练孙某某
为付某某提供私人课程。课程结束
后，基于对孙某某的信任，2019年9月
21日，付某某与某健身公司南开分公
司再次签订《私人教练训练计划及课
程合同》，约定课程标准单价为300
元/节，共50节课，费用包含课程设计
和规划费用、课程执行费用，两项费用
各占50%。付某某按照优惠价格支付
费用10000元。2019年10月，付某某
发现孙某某离职，不能继续为其提供
指导，某健身公司南开分公司为付某
某安排的其他教练不能使其满意，故
付某某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某健身
公司南开分公司退还除已消费五次课
程外的剩余课程费用。按照合同约
定，教练因故离职、调岗，某健身公司
南开分公司将更换新的教练继续提供

服务，付某某不得因此要求解约退
课。为提醒付某某注意，该条款内容
设置为黑体且添加下画线。据此，某
健身公司南开分公司不同意解除合同
并退还剩余课程费用。付某某为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案涉合同由某健身公
司南开分公司提供，合同内容均系单
方制作，其中关于“教练因故离职、调
岗，付某某不得解约退课”的约定应当
认定为格式条款。该格式条款虽然通
过格式处理提醒付某某注意，但从内
容上看，该条款约定付某某不得解约，
实质上加重了付某某的责任，排除了
付某某的权利，应属无效条款。因该
合同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在付某某
已对某健身公司南开分公司失去信任
的前提下，合同不宜强制履行，故付某
某要求解除合同，法院予以支持。因
某健身公司南开分公司不存在违约行
为，付某某不享有法定解除权，其主张
解除合同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
任。综合考虑某健身公司南开分公司
已提供服务发生的费用情况及付某某
的违约情形，法院最终判决双方解除
合同，某健身公司南开分公司向付某
某退还课程费用5500元。

法官说法：

本案系依法赋予消费者合同解

除权，打破合同僵局，切实维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的案例。承办法官程宇

认为，在健身消费活动中，消费者往

往基于对特定教练的信任签订服务

合同，但健身行业人员流动性较大，

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教练离职、跳

槽的情况颇为常见，消费者因此要求

解除或变更合同亦属经常。本案中，

在上述情形下，付某某作为消费者，

其解除合同面临两大难题：其一，合

同明确约定付某某不得因教练变更

解除合同，其解除行为无合同依据。

其二，在某健身公司南开分公司无违

约行为的情况下，付某某不享有法定

解除权，其要求解除合同构成违约，

作为守约方的某健身公司南开分公

司不同意解除合同，合同因此陷入僵

局。关于第一点，以保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为出发点，法院严格审核合同内

容，认定该约定为格式条款，虽然某

健身公司南开分公司履行了必要的

提醒义务，但该约定加重了付某某责

任、排除了付某某主要权利，应为无

效。关于第二点，法院以合同具有明

显的人身属性不宜强制履行为由，终

结了双方的合同关系，促使消费者从

难以继续履行的合同中脱身，以最小

的代价最大限度地挽回了损失。本

案实现了合同双方的利益平衡，保护

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力地

督促了经营者规范管理、诚信经营。

南开区人民法院供稿

我在河东区自有一套房屋于今

年3月份出租给了张某，因急需用钱

现打算出卖该房屋，我于今年8月初

已通知张某出卖该房屋的消息，至今

张某未向我表示有

购买意向。请问，该

种情形下，张某是否

还具有该房屋的优

先购买权？

读者：李女士

律师解答：

《民法典》第726条规定，“出租
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
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
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
利；但是，房屋按份共有人行使优
先购买权或者出租人将房屋出卖
给近亲属的除外。出租人履行通
知义务后，承租人在十五日内未明

确表示购买的，视为承租人放弃优
先购买权。”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并结合您

描述的情形，您作为房屋出租人在
出卖租赁房屋前已向承租人张某
履行了通知义务，张某作为承租人
在十五天内未明确表示购买该租
赁房屋的，视为张某放弃该房屋的
优先购买权。
天津国鹏律师事务所 李宁 王秀明

健身教练“突然”离职

我可以和健身房解除合同吗？

出租人履行通知义务，承租人在十五日内未明确表示购买的

视为承租人放弃优先购买权

热点聚焦 以案说法

律师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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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
绿色高效

本报记者王音

山村民宿美 农家饭菜香
——蓟州区全面促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取得显著成效

乡村走笔

新农村关注

从1994年开始，蓟州区开办第一家农家院
到目前已经整整过去27年，受益于党的惠农政
策，在多部门大力支持下，蓟州区积极大力发
展农家旅游，到目前已经有2000多家，接待床
位6万张。由于多种原因，一些农家院旅游接
待水平偏低，不能很好满足游客需求。为此，
蓟州区大力开展农家旅游提档升级工程，大力
发展民宿，增加文化内涵；增加传统农家饭菜
品种和特色，进一步做到色香味俱美，受到游
客们的欢迎。

民宿蓬勃发展 提档次上水平

金秋时节，走进渔阳镇大兴峪村，村民李文
通和朋友正在进行民宿室内装修，他们共同投
资400多万元，挖掘村庄旅游文化元素，打造了
两栋不同风格的亲子高端民宿，取名为“织雀星
伴小站”。民宿外观乳白色，造型别致，美观大
方；里面设计独特，宽敞明亮，接待大堂、餐厅、
卧室一应俱全，令人耳目一新。
李文通介绍，新建的民宿是在家里老宅基

础上进行翻建的，为满足游客对高品质旅游需
求，他们不走寻常路，不建普通农家院，而是聘
请专业技术人员兴建高标准民宿，突出当地民
俗文化元素，突出山区特色，使之成为具有乡土
文化气息的创意民宿。
村“一肩挑”李磊说，村民们兴建民宿的积

极性很高，大家纷纷改建民宿，突出当地特色，
近期将有10家民宿建成，可接待游客。新建民
宿室内设施更具吸引力，突出外景透视、休闲雅
致、电器智能化等特点；充分挖掘民俗文化、非
遗文化、特色艺术；增加院内微型景观点缀，扩
展活动空间。与此同时，还充分考虑年轻和退
休老人、大人和孩童等不同群体消费特点，安装
家庭老年电梯、配置院内游泳池等，提供精准
化、差异化服务。
蓟州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民宿是传

统农家院的升级版，是农家旅游提供高质量发
展的标志。为此，区委、区政府从多方面进行扶

持，积极引入怡亚通、太一、途牛等公司，打造了杨
津庄富民村、官庄镇西大佛塔村、渔阳镇西井峪
村、穿芳峪镇东水厂村4个高端民宿集群，全区营
业民宿总数超过142户。

“厨王”争霸赛 助推美食升级

香辣核桃栗子鸡、黄酒雪梨焖猪手、养生杂粮
土鸡翅……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厨王争霸赛”
在蓟州区罗庄子镇蓟洲国际彩虹谷景区举行，59
个来自蓟州区酒店、农家院、民间的烹饪高手和爱
好者团队大展厨艺，为评委和游客带来一场饕餮
盛宴。
9时，“赛场”餐车里，洗菜、码菜、切菜、点火……

各位参赛选手已忙碌起来，红香酥梨和猪蹄两种食
材在各参赛者手里发生了奇妙的“反应”，煨汤、红
烧、清蒸……丰富、独特的菜式和现场烹饪出的香
味儿，让游客和评委翘首以待。根据选手菜品的

“色、香、味、形”，专业评委依次品尝、打分，最终19
号选手刘磊获得了“红酥手”最佳创新奖。
罗庄子镇“山霁石雨”民宿的老板王春荣带着

自家特色红烧鱼，来到“厨王争霸赛”现场，获得
一致好评。他笑着说：“评委和游客都对我家的菜
赞不绝口，但是对比之下与专业大厨的菜品还有
差距，我们将继续改进菜品质量，为民宿游客带来
更好的味觉体验。”
蓟州区文旅局介绍，为增加乡村旅游魅

力，他们积极引导经营户把餐饮消费向“做得
精、吃得好”提升，顺应绿色、营养、优质等美食
需求，积极生产有机果蔬汁、酸枣汁、梨汁等地
产果汁。穿芳峪镇毛家峪村每年还举行野菜
节，积极利用野菜烹饪美食，深得欢迎；小穿芳
峪村也积极开发当地美食，多种美食让游客口
齿生香，乐而忘返。积极促进商旅消费，开展
文旅消费融合，果品采摘、豆腐制作、粉条加工
等旅游娱乐、农事体验刺激商贸流通业，不但
游客喜欢，还促使农产品销售增长10%，文化类

消费增长8%。

旅游内容丰富 游客村庄双赢

金秋时节，下营镇前干涧村景色更加怡人，其
中登山步道受到很多游客点赞。沿着这条登山步
道，游客可以直接到达古长城三界碑，饱览京津冀
三地古长城的雄姿，极大地丰富了旅游内容，促使
农家院和民宿火爆升温。
在下营镇镇常州村，这里的水上娱乐配套项

目非常精彩，其中摇摆吊桥等更是非常刺激，年
轻游客都加入其中。这里还有高空玻璃栈道，虽
然并不太长，但建在1000多米高的半山腰上，还
是非常有挑战性，脚下是深渊，抬头可以远眺于
桥水库，眼前景物特别美丽。
在穿芳峪镇毛家峪村，这里开通了摆渡小火

车，把游客从住宿地运到景区，受到游客的青睐。
小火车外形独特，色彩艳丽，乘坐其中，非常新鲜
刺激，增加了村庄旅游内涵。
位于东后子峪村附近的春山里旅游项目区，

中秋节3天假期吸引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接受
生态教育，白色帐篷野营体验、参观蝴蝶标本、家
长孩子一起种菜等新鲜体验项目极大丰富了当地
农家旅游内容。
在下营镇团山子村，这里借助村南的吉姆儿

童乐园，吸引很多游客。吉姆儿童乐园借助当地
百年老梨树搭建了适宜儿童游玩的一系列游玩设
施，其中吊床、蹦蹦床、树屋等新鲜刺激，很受孩子
们的欢迎。正是有了这个儿童乐园，让很多游客
纷纷入驻村里的农家院。
最近几年来，在有关部门大力帮助下，蓟州区

一些旅游山村积极开辟登山健身、拓展训练、乘车
游览、水上娱乐等配套项目，开发野菜节、丰收节
等品牌活动，下营镇、官庄镇成功入选第一批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镇（乡）名单，穿芳峪镇东水厂村、下
营镇前干涧村入选第三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
单，乡村旅游环境大为改善。
蓟州区文旅局介绍，农家旅游不能只满足

住宿和餐饮，还要积极发掘当地旅游项目，丰富
旅游内容，让游客有玩儿的地方，有娱乐的去
处，这样才能留住游客的脚步。丰富旅游内容
因地制宜，不都搞景区开发，而是根据当地实
际，结合人居环境整治，改善村庄环境，增加娱
乐项目，比如，有的山村利用乡村大舞台等举办
文艺演出，邀请游客积极参与其中。

在位于北辰区的金亚麻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标准化的养鸡厂
房一字排开，孵化区、养殖区、饲
料区等功能区应有尽有。只看这
幅景象，很难想到这是一家生产
亚麻油的企业。
“我们主要生产亚麻油，但榨

油会产生很多废料，为了发展循
环经济，我们开始养殖蛋鸡，通过
科技研发，把榨油产生的废料制
成了欧米伽 3高品质亚麻籽饲
料，物尽其用，实现了绿色高效发
展。”金亚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张春洪说。
在1300平方米的养鸡厂房

里，现养殖6万余只蛋鸡，每天可
产鸡蛋5万枚。工人们每天在这
里进行挑选鸡蛋、装盒装箱的工
作。厂房不远处就是谷物种植
基地、蔬菜大棚和亚麻籽油生产
园区。
张春洪介绍：“整个项目计划

建设50万只蛋鸡的养殖规模，全
部采取智能化。目前整个项目工
程建设已过半，每天可向天津本
地的市场投放20多万枚绿色放
心鸡蛋并做到 24小时内从‘鸡
笼’到卖场，让天津的老百姓每天
都吃上新鲜鸡蛋。预计整体项目
完成后，每天能向市场提供45万
枚新鲜鸡蛋。”
不仅如此，该企业还利用先

进的肥料发酵技术，对蛋鸡粪便
和农业生产中的秸秆等废弃物
进行发酵，生产有机肥料，用于
大棚有机蔬菜种植和谷物玉米
大田种植。作为全国农业规模
种养结合、资源化重点企业，金
亚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对
农业生产中的种植、养殖废弃物
回收再利用，在资源高效利用、
降本增效的同时，实现了“种养
一体化”绿色发展。

本报记者 陈忠权

通讯员 曾子益 杨天宇

摄影 王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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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怪兽计划》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芝麻胡同》第10、
11集 林翠卿跟着禄山来
到严振声的病房，一推门，
牧春花背着门正在喂振声
吃东西。看见丈夫被打，
她又怜又气，醋意大发。
严振声把牧春花和牧老爷
的遭遇告诉林翠卿，林翠
卿也听得心疼……

天津卫视19:30

■《一马换三羊》第
28、29集 高波拿走私轿
车的危险性来恐吓宋老
板，告诉他现在已经被警
察盯上了。他眼看宋老板
被吓得不轻，趁机拿出自
己早早准备好的火车票，
让他赶紧跑路，并且替他
拒绝了大为提出的验车邀
请。大为敏锐地嗅到了这
其中的诡异，强行要求提
前验车，但高波知道后也
开始着手防范。高波找人
在小红的店里闹事，大为
前去解围，走前一再叮嘱
志军提前验车……

天视2套18:25

■《湄公河大案》第
9、10集 李秋生为保障
高野的安全，以个人名义
邀请蒙洪来家中吃饭，让
高野以橡胶商人身份相
见，没想到来的却是基洛
集团光华橡胶实业公司
的总经理莫雄，高野趁机
向莫雄提出想进入基洛
考察，莫雄一口答应。蒙
洪应邀在丛林深处与坎
里拉相见，坎里拉讽刺蒙
洪假仁假义，打着禁毒的
旗号暗中贩毒，蒙洪没有
反驳，答应坎里拉给他需
要的物资……

天视4套21:00

■《今日开庭》已经
上大三的牛晓萌，平时生
活中花钱大手大脚，虽然
自己也在兼职挣钱，但她
总感觉不够生活所需，一
次偶然的机会，她在网络
上认识了一名叫做王辉
的男子，王辉说只要牛晓
萌把自己的手机卡、银行
卡卖给他，王辉就能给牛
晓萌高额的报酬，看着自
己的钱包，牛晓萌决定向
王辉出售自己的信息，只
是没想到，银行卡和手机
卡卖出去没多久，警察就
找上门来了。

天视6套18:00

■《非你莫属》本期
节目迎来一位欲转行的求
职者，他曾任销售总监，认
为自己有战略决策的眼
光，但是转行后将面临经
验不足的情况。

天津卫视2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