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基本案情及争议焦点

2015年，62岁的王某在北京某银行某支行申
购HT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产品（金额100万元）和
HA基金产品（金额70万元），其签订的申请书载
明：“……不是我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可能产生
风险，无法实现预期投资收益……投资风险由您
自行承担……”该行测评王某风险承受能力为平
衡型，HT为低风险，HA为高风险，HA风险级别
高于王某的风险承受能力。王某签署电子风险揭
示书，后收取分红收益5万元。2017年其申请赎
回时份额约100万份，金额约80万元。王某起诉
请求判令该行赔偿本金约23万元、利息16万元并
三倍赔偿68万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在王某与北京某银行
签订的申请书中已经载明“投资风险由您自行
承担”，银行作为基金产品的销售方是否可以
主张免责。

■ 格式条款规则对被动接受
方的倾斜保护

王某与某支行申购HT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金额100万元）和HA基金产品（金额70万
元）时所签订的申请书应当认定为格式条款。格
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
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格式条款的
利用具有节省谈判缔约成本的积极一面，但实践
中条款提供方往往占据市场优势，其可以利用自
己的优势制造与缔约相对方的信息不对称，将不
公平甚至胁迫、暗藏欺诈的条款写入其中，格式
条款的特征是“要么接受，要么离开”，破坏市场
公平性。《民法典》规定了格式条款须经过三重检
验才能在缔约双方之间发生效力：

首先，格式条款提供一方的提示说明义务。
第 496条第二款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
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
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

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
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
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
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
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
成为合同的内容。

其次，格式条款的无效规则。对于通过第一
关检验的格式条款，《民法典》也没有放松警惕，
其在第497条规定了合同无效规则：具有合同无
效、免责条款无效情形的格式条款无效，另外提
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
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提供格式条
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等情形也会导致条款
无效。对于无效的条款，不能发生当事人追求的
法律后果，但会按照合同无效的处理规则，由过
错一方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赔偿对方损失。

第三，格式条款的不利解释规则。对于通
过前两关检验的格式条款，解释中如果发生歧
义，应当通过对格式条款提供一方不利解释从
而实现对被动接受一方的保护。第498条规定，
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
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
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
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
用非格式条款。

通过以上三关检验，格式条款被动接受一方
在市场中实质弱势的地位得到矫正，“格式条款
虽然可以但别太过分”，维护了市场正常交易秩
序和竞争秩序。

■ 金融销售者对金融消费者
负有“适当性义务”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
施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20〕第5号），金融
消费者是指购买、使用银行、支付机构提供的金
融产品或者服务的自然人。实践中，从事商事交
易的商事主体不属于普通金融消费者，而是属于
金融投资者，应对交易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以

格式条款的立法规制为思路，金融消费者应当受
到倾斜保护。

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
要》第72条规定了金融产品（服务）卖方机构对
金融消费者的适当性义务。适当性义务是指卖
方机构在向金融消费者推介、销售银行理财产
品、保险投资产品、信托理财产品、券商集合理
财计划、杠杆基金份额、期权及其他场外衍生品
等高风险等级金融产品，以及为金融消费者参
与融资融券、新三板、创业板、科创板、期货等高
风险等级投资活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必须履
行的了解客户、了解产品、将适当的产品（或者
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金融消费者等
义务。《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
办法》第12条规定：银行、支付机构应当根据金
融产品或者服务的特性评估其对金融消费者的
适合度，合理划分金融产品和服务风险等级以
及金融消费者风险承受等级，将合适的金融产
品或者服务提供给适当的金融消费者。

在推介、销售高风险等级金融产品和提供高
风险等级金融服务领域，适当性义务的履行是
“卖者尽责”的主要内容，也是“买者自负”的前提
和基础。金融消费者应当对购买产品（或者接受
服务）、遭受的损失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卖方
机构则需要证明其已经建立了金融产品（或者服
务）的风险评估及相应管理制度、对金融消费者
的风险认知、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了测
试、向金融消费者告知产品（或者服务）的收益和
主要风险因素等相关证据，否则可能会因违反适
当性义务而承担民事责任。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被告未
尽到“适当性义务”，即把产品卖给了超出风险能
力的金融消费者，违背了格式条款的提示说明义
务。案涉《资产管理合同》及《风险揭示书》等均
系银行依循的规范性文件或自身制定的格式合
同，不足以作为双方就案涉金融产品相关情况充
分沟通的凭证。银行对王某作出的风险承受能
力评估为平衡型，但案涉金融产品合同中显示的
风险等级并非均为低风险，该行违反提示说明义

务，未证实购买该产品与王某情况及自身意愿达
到充分适当匹配的程度；未能证明其已经对金融
消费者的风险认知、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进
行了当面测试并向其如实告知、详尽说明金融产
品内容和主要风险因素等，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
法律后果。

■ 金融消费者有过失时减轻
金融销售者的侵权责任

“卖者尽责”与“买者自负”相联系。一方
面，金融销售机构不能简单地以金融消费者手
写了诸如“本人明确知悉可能存在本金损失风
险”等内容主张其已经履行了告知说明义务，而
主张免除责任；另一方面又要明确金融销售机
构的告知说明义务、适当性义务的履行必须要
有底线。因金融消费者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拒
绝听取卖方机构的建议等自身原因导致其购买
产品或者接受服务不适当，卖方机构免除责
任。卖方机构能够举证证明根据金融消费者的
既往投资经验、受教育程度等事实，适当性义务
的违反并未影响金融消费者作出自主决定的，
对其关于应当由金融消费者自负投资风险的抗
辩理由，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本案中，银行违反适当性义务，未证实购买
该产品与王某情况及自身意愿达到充分适当匹
配的程度。但王某有投资理财经验，应当知晓签
字确认行为效力；本案投资亏损的直接原因是金
融市场的正常波动，并非该行的代理行为导致，
王某亦应对投资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故判决银
行赔偿王某7万元。

金融消费领域频频创新，针对普通民众的金
融理财产品层出不穷，司法要妥善处理和回应金
融产品消费与信息化结合中产生的新问题，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贯彻到审判中，只有销售
者落实“卖者尽责”，才能要求消费者“买者自负”，
构建良好金融市场秩序。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天津市法

学会民法学分会秘书长

郭明龙

最高人民法院今年2月24日就老年人权益保护发布10则典型案例，其中一则“王某诉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某支行财产损害赔

偿纠纷案”涉及老年金融消费中的维权问题。该案是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7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

要》）发布后首批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案件之一，指出银行应就金融消费者的年龄、投资经验、专业能力进行审查，对特定消费者更应给予

特别提示，结合民商事法律、《会议纪要》精神和社会发展实际提出了金融机构提示说明义务和金融消费者注意义务等判断标准。对如何

为金融消费者提供更加合法、安全的投资理财消费环境，具有积极意义。重阳节之际，我们就请专家来说说这其中的相关法律问题。

问病求药找医院
莫信网上
“老中医”

卢迪

以案说法热点聚焦

法律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倾斜保护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发展，高效便
利的“网上就医”方式逐渐得到普通
老百姓的接受和认可。但在犯罪分
子眼中，“网上就医”可以成为他们违
法犯罪、捞取不义之财的新途径，以
“老中医”为障眼法，使用虚假身份获
取信任、骗取钱财，成为电信网络诈
骗的又一常见方式。

案情：

谭某先后招募伍某、张某、刘某、
唐某等人，组成诈骗团伙。在该诈骗
团伙中，谭某为责任人，负责全面工
作，出资购买电脑、手机等作案工
具。伍某负责业务员的培训及管理，
张某负责网络广告推广，黄某负责财
务，李某负责后勤保障工作，其余团
伙成员均为业务员。业务员经过培
训后，以老中医或老中医助理的身
份，使用事先准备的话术本通过微信
解答被害人男性疾病的相关问题，取
得被害人信任后，诱骗被害人通过微
信支付定金、预付款等方式购买补肾
茶等保健品，后向被害人邮寄保健
品。经查，自2017年3月起，共有300
余名被害人陆续被骗，被骗金额总计
人民币200余万元。

法院判决：

被告人谭某、伍某、张某、刘某、
唐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充
老中医向被害人推销“保健药品”，
骗取被害人钱财，各被告人的行为
均构成诈骗罪，依法应予以处罚。
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对各被
告人分别判处四至十一年有期徒
刑，并处相应数额罚金。

法官提示：

就医一定要找有资质的正规医

院，不要迷信“老中医”“祖传秘方”

“无痛根治”的虚假宣传，特别是“网

上就医”一定要擦亮双眼，支付钱款

一定要谨慎，不要让电信网络诈骗

钻了空子！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供稿

漫
画

孟
宪
东

近年来，静海区按照“产业、文化、旅游、社
区功能”四位一体的远景目标，近三年围绕“产
业特而强、功能聚而合、形态小而美、机制新而
活”的中期目标，科学规划、多元并举，加快形成
蔡公庄镇产业品牌影响力，注重引进成熟的音
乐艺术活动，有效促进基地的跨界融合发展，奏
响了乡村振兴“富民曲”。

“抱团”发展
打造全产业链乐器基地

晌午，静海区奥维斯乐器有限公司的车
间里，张国民忙活了半天，脑门上却没有一滴
汗珠。
“瞅瞅，现在厂房里湿度40度，温度25摄氏

度，跟咱家里差不多。”张国民指着湿度计，高兴
地跟杨晨光念叨着新置办的恒温除湿设备。
杨晨光，静海区蔡公庄镇党委书记；张国

民，天津奥维斯乐器有限公司董事长，这俩人聚
一块儿，可不是专程来唠嗑儿的。
为了给乐器产业向高端发展再添“火候”，

今年年初，镇上成立了“乐器文化创意产业基
地”指挥部，将基地建设项目列为“一把手”工
程。奥维斯作为领军企业，自然成了全镇乐器
产业聚集发展的“主心骨”。这趟来，杨晨光就
想着再和企业这边“通通气”，促进项目尽快落
实落地。
连着好几天，杨晨光和指挥部工作人员，

在镇上多家乐器企业和部门单位间协调，为的
就是不断加快整合进度，聚沙成塔、握指成拳，
引领全镇乐器产业向高端领域进军，大力推动
全镇现代农业、高端乐器、特色旅游等产业融
合发展。
杨晨光说：“我们要以奥维斯为龙头，充分

发挥周边1.2万平方米标准厂房的作用，将零散
的企业汇聚于此，在原有乐器制造的基础上，重

点向集乐器研发、营销、培训等于一体的全产业
链基地发展，并以此为原点，打造特色旅游，让
蔡公庄真正成为享誉全国的‘乐器基地’。”

创新为源
培育高端乐器领域新优势

从挥锄头到造乐器，从庄稼汉到乐器行

家，怎么才能让父老乡亲们把乐器这碗饭端得
更稳？
“就俩字：‘创新’。”张国民斩钉截铁地说。

张国民是土生土长的蔡公庄镇四党口中村人，
最开始做的是传统机械制造，2000年开始转产
做乐器。再早之前，村上一溜儿小平房里有两
三栋厂房，时不时传出小号嘹亮的声音，这动人
的声响让张国民心头一颤。“我当时一看，这东
西好啊，我们也能做。厂里几个人一合计，转产
做乐器！”
转产，说得轻巧干着难。

一开始，张国民就碰上了不少难题。缺技
术，就到别人的工厂学习；没销路，就到处找门
路推销自家产品。张国民和厂里的工作人员没
日没夜磨工艺、探市场，凭着一股韧劲，愣是让
200多支长笛走出国门，远销韩国，靠的就是产
品质量来说话。
张国民对于产品质量的精益求精，赢得了

国内外客户的信任，也使奥维斯成了镇上最大
的乐器公司，产品系列已覆盖八大类几十种花
色，申请专利18项，年产管乐器超过10万件，其
中85%的产品远销国外。
“邀请海内外专家来厂进行产品测试、强化

乐器产品研发能力、拓展网上营销新生态、开展
乐器演奏培训……在指挥部的带动下，奥维斯
充分发挥行业引领作用，投入近一半的人力物
力，向高端乐器领域进军，就是要和那些国际大
品牌‘掰掰手腕’。”张国民说。
放眼全镇，已有30多家乐器企业聚集于

此，从业者近4000人，全年产值超过3亿元。一
系列创新动作，让有着40多年历史的“乐器小
镇”一直走在创新路上。

融合推进
擦亮乡村振兴壮美“底色”

乐器产业为先，各项事业也随之发展。
近年来，每到4月，蔡公庄镇都会举办花田

节，成片连方的油菜花田，芳香四溢、璀璨如金，
田野间，乡亲们身着节日盛装，用自己亲手制造
的乐器，演奏着动人的歌曲，这不是童话世界，
这是全镇“跨界融合”发展的真实图景。
如今，这里的乡亲们从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农民，变成了上班造乐器、下班组乐队的行
家里手。村庄环境变美了，老百姓钱袋子变
鼓了，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谈起生活的
变化，乡亲们都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天
翻地覆”。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沿着高质量发

展之路，静海“乐器小镇”的旋律将更加悠扬。
勤劳朴实的静海人将再接再厉、久久为功，奋力
谱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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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大院
有个“阳光房”

本报记者 陈忠权

“乐器小镇”奏响“富民曲”
——静海区蔡公庄镇立足特色优势强力打造乡村振兴“升级版”

乡村走笔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李海燕 金秋时节，武清区梅厂镇西陈庄村一派
丰收景象，街道边高大的柿子树上挂满了金
灿灿的大柿子，招人喜爱，再向前走上50米，
就来到了这个村的幸福大院，门前鲜花盛开，
浓郁的喜气扑面而来。
走进幸福大院，老人们正在休闲娱乐，有

的在看书报，有的在下象棋。走进健身房，多
位老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正在健身器材上健
身呢，一招一式，还很规范。令人好奇的是，老
人们活动的场所大多都在院子里，但这个院子
不是裸露的，仰头一看，全被四周的玻璃紧紧
罩住，成为了一个漂亮的阳光玻璃房。顶层和
左右两侧，有多个玻璃窗。工作人员介绍，整
个阳光玻璃房冬暖夏凉，全智能控制，天气凉
了，及时关窗；天气热了，立即通风。
为何要建这样一个阳光玻璃房呢？
村“一肩挑”张继旺说，这个幸福大院旧

址原是一个废弃公建，但只有几个房间，满足
不了老人们的需求。在武清区民政局大力帮
助下，他们建起玻璃阳光房，把整个院落全部
利用起来，增加了近百平方米的活动空间，效
果特别好：一是不用再占其他公建，二是活动
空间很大，老人们很舒服。
记者看到，正是因为有了阳光玻璃房，原

来露天的院落陡然间变成了一个大房子，西
南侧被开辟成了图书馆，有桌椅板凳和成排
的书架，上面摆满了图书杂志；右侧被用作了
餐厅，摆放10多张桌椅，可满足20多位80岁
以上的老人在这里用餐……
张继旺介绍，正是有了这个阳光玻璃房，

把原来在室内的活动场所大都搬到院子里，
让为数不多的房间更好地得以利用，比如，老
人休息室面积就增大了，可以让更多老人午
后休息。还有健身房，面积也得到了扩大，健
身器材也增加了好几种。
“兴建农村幸福大院是党和政府给农村

老人提供的社会化养老的一大惠民举措，为
此，我们积极采取多项措施，帮助更多村庄因
地制宜，克服困难，兴建更多、更好的幸福大
院，让老人们安详晚年幸福时光。”武清区民
政局负责人刘振明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