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经营者场所安全保障义务
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定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是指经营
者、管理者、组织者对经营场所、公共场所、
群众性活动场所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
成他人损害，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经营者场所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先

前在《侵权责任法》第37条中进行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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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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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日《民法典》开始实
施，《侵权责任法》同时废止，《民法典》第
1198条对经营者场所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
任进行了规定，并对原法律条文作出调整，
《民法典》中对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的规
定为：“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
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
者、管理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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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管理
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
相应的补充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
者承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相比《侵权责任法》，《民法典》明确增

加了“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
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的内容，因
第三人才是侵权行为的直接责任人，故经
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责任后可以
向第三人追偿。

■ 经营者、管理者、组织者
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1.经营者、管理者、组织者有侵权行

为。侵权行为的表现为，设备设施未尽到
安全保护义务、服务管理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对未成年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
防范制止侵权行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2.他人有损害事实。经营者、管理者、
组织者对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群众性活动
场所未尽到法律规定的或合同约定的安全
保障义务，对其场所内的消费者或活动的
参与者造成了人身、财产损害。

3.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与他人损害之间

有因果关系。因经营者、管理者、组织者对
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群众性活动场所未尽
到法律规定的或合同约定的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了他人的损害。

4.过错归责原则。违反安全保障义务
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还是过错推定
原则是有争议的，确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
侵权行为责任，行为人必须具有过错，这
是一致的意见。但是，过错的证明究竟由
谁承担举证责任，却有不同的意见。这就
涉及到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还是过错推
定原则的问题。
多数人的意见认为，违反安全保障

义务发生受害人人身、财产损害的，经营
者、管理者、组织者仅在自己有过错的情
况下承担侵权责任，没有过错则不承担
责任，应由受害人一方来承担安全保障
义务人具有过错的举证责任。本人认
为，经营者、管理者、组织者承担侵权责
任以存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过错
为构成要件，因此经营者、管理者、组织
者对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群众性活动场
所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他人损害
的，其承担的是过错责任。同时根据《民
法典》第1173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
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
轻侵权人的责任。如受伤人员对损害的
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安全保障义
务人的责任，适用过失相抵规则，实践中
体现为经营者、管理者、组织者在其能够
防范和制止危害发生的范围内承担一定

比例的按份责任。

■ 经营者、管理者、组织者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行为
应承担的责任

齐某在案外人陈某的带领下携免费票
到蹦床俱乐部玩，入场时每人另行交纳5
元保险费。入场后，齐某在玩耍过程中与
另一小孩发生碰撞，齐某倒地受伤。当即
被送至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锁骨骨折。
因蹦床俱乐部在保险公司投保指定场

所团体意外伤害保险，齐某受伤后，保险公
司赔付原告保险金4000余元。后齐某将
蹦床俱乐部诉至法院，要求蹦床俱乐部赔
付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费补
贴、交通费、复查费等。最终法院在分析双
方过错程度及损害原因力的情况下，进行
了责任比例划分，在扣除保险公司赔付的
费用后支持了齐某的诉讼请求。
本案中，蹦床俱乐部是公共娱乐场所，作

为公共娱乐场所的经营者，其对消费者齐某应
负有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齐某损伤
的原因是与第三人发生碰撞，应由第三人直接
承担侵权责任。但因事发当天人流量大、顾客
多，第三人无法确定。蹦床俱乐部在齐某进场
时虽对齐某看护人陈某进行了书面的安全告
知，但因蹦床俱乐部未及时控制顾客总量或加
强安防措施，且向消费者收取了保险费，应对
齐某尽到更多的安全保障义务。因直接侵权
人无法确定，故齐某的损失应由俱乐部承担
80%的责任。齐某系未成年人，陈某作为其监
护人带其到蹦床俱乐部玩耍，却未尽到监护职
责，对齐某损害的发生亦存在过错，故对齐某
的损失应自行承担20%责任。
通过以上案例，结合《民法典》第1198

条对经营者场所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的
规定可知，因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自
身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原因导致他人损
害，由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经营者、管理者

或者组织者自身承担责任。因经营者、管理
者或者组织者对防范制止侵权行为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承担的侵权责任为：因第三人
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
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的，就自己的过错和行为对损害
发生的原因力，承担与其过错程度和原因力
相应的补充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
者承担补充责任后，因第三人是实际侵权
人，其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 经营者、管理者、组织者
可根据自身情况
采取安全保障措施

经营者、管理者、组织者等安全保障义
务主体要切实依法或依约履行安全保障义
务，积极防范可能发生的意外，避免产生不
必要的损失。安全保障义务主体要充分履
行事前风险告知、事中科学安排活动、严格
把控风险、事后积极救助等安全保障义
务。娱乐项目的经营者、管理者、组织者应
加强安全保障义务，包括：
提供符合安全规范的娱乐设施设备以

确保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娱乐场所的安全、
消防设施和卫生条件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娱乐场所内安排适当的管理人员、制定合理
的规章制度，尽到勤勉、谨慎的通知、警示和
指引义务，以提示消费者避免损害后果的发
生；根据经营场所的性质配备相应的急救设
施和具有急救知识的工作人员；对于老年
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人群应有比常
人更高的注意义务；保证参与娱乐人员的人
身安全,在可能产生潜在威胁的游戏环节和
设备设施上应当设置醒目、全面的提醒标
志；其他根据自身经营的娱乐项目采取的合
理预见范围的保障措施。

王阳

近年来，“网红”娱乐项目越来越受到大众特别是年轻人以及孩子们的青睐。吸睛有趣

的游戏背后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风险？密室逃脱摔倒受伤，真人CS摔伤致残，网红蹦床“嗨

翻”摔伤……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法律支持 天津冠达律师事务所

“出一只鹦鹉，很珍贵，一
万三带走，不议价！”“我要了，
在哪儿交易？”贴吧里的一条交
易帖，熙熙攘攘的商场门口，一
只珍贵的野生动物，就这样作
为商品交易成功。而等待买方
和卖方的却是法律的制裁。

案情：

杨某从别人手中买来一只
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附录Ⅱ的白凤头鹦
鹉。2019年5月，杨某想要将这
只鹦鹉出售，于是在贴吧发布了
售卖鹦鹉的帖子。
紧接着就有人前来询问想

要买走,杨某迅速联系上了买
家，两人约定在附近商场的门
口进行交易。很快，两人如约
在商场门口见面了。杨某借用
别人的POS机刷走了买家一
万三千元，交易完成。
后经红桥区人民法院审理

认为，杨某对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进行非法出售，应当以危害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并退缴违法所得人民

币一万三千元。同时，杨某的
行为对生物多样性、完整性造
成损害，影响生态系统的稳定
性，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损害，侵
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
益，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应
在省级以上媒体公开道歉。
审判过程中，杨某对自己

的违法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由
于杨某是自动投案并且认罪认
罚，态度良好，最终被判处有期
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一万元。最终，杨某退
缴违法所得一万三千元，并且主
动在省级以上媒体公开道歉。

提示：

濒危野生动物是生态系

统中的重要一员，需要人类的

保护和关爱，关爱野生动物就

是保护大自然，也是保护人类

自己。因此，在出售和购买动

物时，要提前了解所购买的物

种是否允许个人饲养，还要清

楚动物的来源是否合法，防止

触碰法律底线。

红桥区人民法院供稿

我朋友的配偶于2019年

被法院宣告死亡，但今年 5

月他突然回来了，后经法院

宣告撤销了此人的死亡宣

告。但我朋友已于2020年登

记再婚。请问，我朋友与被

宣告死亡人之间的婚姻关系

是否有效？ 读者：张先生

律师解答：

我国《民
法典》第51条
规定，“被宣
告死亡的人
的婚姻关系，

自死亡宣告之日起消除。死
亡宣告被撤销的，婚姻关系自
撤销死亡宣告之日起自行恢
复。但是，其配偶再婚或者向
婚姻登记机关书面声明不愿
意恢复的除外。”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并结合

您描述的事实，您朋友原来的
配偶虽已被撤销死亡宣告，但
现因您朋友在其原来的配偶被
宣告死亡后已再婚，则您的朋
友与其原来配偶之间的婚姻关
系不再自行恢复。

天津国鹏律师事务所

李宁 王秀明

私下交易受保护鹦鹉

获刑

配偶再婚，被宣告死亡人与其的

婚姻关系不再自行恢复

以案说法

律师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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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娱乐有风险 跟风“打卡”须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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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科院创新基地的路

又宽又平

本报记者 陈忠权

精神食粮“香飘”万家
——东丽区打造“触手可及”公共文化服务圈

乡村走笔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 刘国栋

到农家书屋学朗诵、在城市书房乐享阅读时
光、坐在移动图书馆中听讲座……满足人民过上
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东丽区立足基层群众实际文化需求，打造“触手
可及”的公共文化服务圈，让群众物质生活水平
提高的同时，获得文化的充实、精神的享受。

农家书屋致富农家

“只要孙子上学，我就会雷打不动地来这
儿。”周一到周五的上午8时，家住华明家园的李
大爷把孙子送到学校后，便来到了华明街道第
三社区农家书屋，也开始上起了“第一节课”。
“从书上学点儿教育方面的知识，更新一下

自己的‘老观念’。”聊起这个农家书屋，李大爷
总有说不完的话，他随手拿起一本关于育儿方
面的书，“不仅对我们老人，对孩子也大有益
处。没有书屋的时候，孩子放暑假后就是和小
伙伴儿出去玩儿或看电视，自从建了书屋，孩子
就多了一个去处，还慢慢爱上了看书。”
冬天暖气足、夏天有空调，一边品茶、一边读

书，如此令人向往的生活，对于华明街道第三社区
的居民而言，再平常不过了。“地儿不大，仅有54
平方米，但内置图书5900余册，涉及农业类、科技
类、少儿类等多个方面，可以极大地满足社区居民
的需要。”华明街道第三社区党委书记魏仲勋说。
目前，东丽区农家书屋已经达到99家。这

些书屋，不仅满足了群众文化需要，也在方便居
民依靠科技致富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有了农家书屋，我们在种植、养殖方面有啥

不懂的，都可以来这里看看书。”在无瑕街道农家
书屋里，养殖户冯秋霞正在仔细翻看一本白玉蜗
牛养殖方面的书籍，她高兴地说：“一个养殖大
棚，每年能带来超过7万元的收益，知识的作用大
着咧！”

农家书屋“容光焕发”

“红色——七彩世界中最壮丽的颜色，

给我的生命注入了永恒力量；红色——人
们心目中最崇高的颜色，为我的人生旅途指
引了前进方向……”10 月 29 日上午10时，在
金桥街枫悦园社区农家书屋，激昂的朗诵声
激荡人心。这是志愿者为社区居民送去的主
题为“打造书香东丽 赓续红色血脉”的朗诵
培训课程。
20余位居民精神饱满，声情并茂地练习着

朗诵。71岁的张大成是朗诵团中年龄最大的
一员，听说志愿者教朗诵，他提前半小时就来到
了书屋，拿着稿子认真地读了好几遍。“年纪大
了怕跟不上，先熟悉一下内容。”张大成笑着说，
“很开心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活动，它极大地丰富
了我们的文化生活。”
朗诵完诗歌后，志愿者通过大家熟悉的诗

词，让每个人都发声。“现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
了，居民对精神文化的追求更高了，我愿意和大
家共同学习、共同分享。”志愿者李长乐说，“通

过朗诵传递出自身情感，引导朗诵者感受到文字
之美，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朗诵培训活动作为东丽区“基层文化百团

工程”项目之一，100支朗诵队将在全区99个农
家书屋和区文明实践中心开设“书香东丽 悦
读乐能”朗诵培训课程，预计受益人数约 3万
人。“以文化促发展，以阅读增内涵，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不仅要让村民‘开上好车子’，还要
改善村民精神风貌。”东丽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丁颖说。
现在，除了朗诵培训，还有书法、戏剧、舞蹈等

培训，东丽区的农家书屋活动丰富，人气旺盛。“上
午练习朗诵，下午唱歌跳舞。”居民张恩祥兴奋地
说，“我们的农家书屋可热闹了。”
“只有抓住乡村文化振兴这个魂，走乡村文化

兴盛之路，才能真正激发乡村振兴的活力。”丁颖
说，东丽区将大力推进“基层文化百团工程”建设，
丰富农家书屋活动内容，围绕居民需要提供文化

服务，组织居民开展文化活动，提升居民整体素质
和文明程度。

移动图书馆播撒书香

“同学们，冬季奥运会从哪年开始，起源于
哪里？”
11月6日，一辆蓝色大巴车开进东城家园，车

上，刘容禾老师正在给社区的孩子们讲述着大力
神赫拉克勒斯与巨人战斗的故事，孩子们听得津
津有味。通过古希腊神话，刘容禾进一步给孩子
们普及了奥林匹克运动的知识。
这辆蓝色大巴车，被广大居民亲切地称为“神

奇的图书车”“身边的图书馆”，它已经成为东丽区
的城市“新名片”。日前，在我市组织开展2021年
示范农家书屋城市书吧阅读新空间推选活动中，
这个“移动图书馆”在打榜单上排名第三。
“图书馆流动服务车采用无线上网技术与天

津图书馆、东丽区图书馆、城市书房数据互联互
通，达到四级通借通还。”区图书馆负责人张广明
说，“通过服务车，我们还举办了包括讲座、艺术等
形式多样的活动，极大地满足了居民的精神文化
生活需求。”
从周二到周日，从上午到下午，服务车在各个

社区播撒着沁人心脾的书香，也点燃了居民的读
书热情。从今年年初到11月，服务车不仅是居民
社区的“常客”，还开进了东丽中学、东丽湖景区等
79个企事业单位，开展了624次巡回服务，173783
人次在车上享受了便捷的图书馆服务。
同时，东丽区11家城市书房全部开放，免费

为居民提供自助借阅、阅览、电子书下载等服务，
短短6个月，共接待读者77272人次。“这里阅读环
境舒适优雅，在这儿读书是种享受。”21日，恰逢
周末，家住军华园的李先生带着儿子来到了军粮
城街城市书房，每个周末的上午，他都会带着孩子
来这儿。“我看书，他写作业，比在家里好得多。”李
先生笑着说。
为营造“人人爱读书、家家飘书香”的良好氛

围，东丽区推进“书香东丽”建设，已实现街道文
化中心和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全覆
盖。“现在，东丽区的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丰
富的精神食粮。”东丽区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王
莉莉高兴地说，“大家步入了小康生活，口袋富了，
也要富脑袋。”

近日，在市农科院现代农业科技创
新基地，新建成了一条骨干道路，全长
7.5公里，宽5米，来往车辆畅通无阻，深
受基地科技人员称赞。
市农科院相关部门介绍，位于武清

区的院属天津市农科院现代农业科技创
新基地，过去道路狭窄，由于多年失修，
路面毁损严重，坑洼不平，育种人员和车
辆难以顺利进出。今年9月初，因需要
建天津市农作物种子基因库及培育新品
种，基地急需对道路进行翻建和维修，但
创新基地自己缺乏工程机械，也没修路
经验，非常着急。正在他们为难之际，武
清区交通局获知情况后，积极和他们对
接，主动承担了修路任务。
“为了不耽误创新基地种子基因库

建设和科研育种工作，武清区交通局及
时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把翻建新路作为
助力种业振兴、发展农业科技成果的头
等大事来抓，精心安排，最后决定由我们
工程管理科牵头，由潞河公路工程有限
公司承建。”武清区交通局公路工程管理
科副科长刘立明说。
为确保高质量完成修路任务，武清

区交通局雍阳集团所属潞河公路工程有
限公司，多次派人到现场认真勘查，精心
规划道路建设方案并克服工期紧、雨季
施工难等难题。为了早日修好路，全体
建设人员加班加点，放弃节假日休息，高
质量提前完成道路建设任务。
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基地新路顺

利建成通车了，解了科研人员的燃
眉之急。近日，创新基地相关负责
人把一面印有“辅科技创新大道 助
农科事业发展 ”的锦旗专程送到了
武清区交通局，衷心感谢他们为农业
新品种选育铺就了一条宽阔路。武
清区交通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以
后将继续全力支持市农科院现代农业
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和发展，助力乡村
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