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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聚焦
法治观察

检察风云

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自10月1日起施行。作为民事领域的

根本大法，民法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从民法通则到民法总则，虽然仅有一字之变，背后是中国法治三十年

的跨越式发展。

民众之所以如此关注民法总则制定，不仅因为其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公民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更直接的关联

在于民法总则中的权利设计，将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与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胎儿有没

有继承权？见义勇为者的权益如何保障？Q币等虚拟财产如何保护？个人信息权利怎么保障？……每一个条文的

变动，都会深刻地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⑤4

《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四条: 因自
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
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案例：王女士在路上扶起一位晕倒老
人，现场对老人进行施救，结果造成老人
肋骨断裂，老人的家属要求王女士承担赔
偿责任。

评析：
省委党校法学部副教授张继青：与此

前的《民法总则》草案三审稿相比，删除了
“除有重大过失外”的例外情形，该法律规
定更加明晰、确定,也更加有利于保护紧
急救助者：即使实施紧急救助的行为人在
实施救助行为的过程中有重大过失，救助
人也无须承担民事责任。

这一法律规定是在“彭宇案”“小悦悦
事件”“老人倒地不扶”等热点新闻事件的
背景下出台的。为什么在马路上扶起一
位摔倒的老人越来越难？为什么人与人

之间越来越冷漠？其中的缘由当然众多，
但一个最重要的缘由是做好事的成本越
来越高。救人者无须自证清白，本是一个
社会常识，但在现实中，举证之责往往被
留给了救人者。当做好事的风险越来越
大，每一个人自然会越来越冷漠，社会的
整体道德也就随之下滑。

毫无疑问，这条法律规定有助于匡正
社会风气，有助于鼓励和保护见义勇为行
为。当立法体现出对见义勇为等紧急救
助行为的宽容与鼓励，必将提升社会公众
对于见义勇为的信心，让社会整体道德状
况向好。西谚有云，一次不公正的审判，
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是
污染水流，而不公的司法则是污染了水
源。以此对比，同样可以说，“好人法”的
最大价值，是从法律上清洁了道德的水
源。⑤8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整理）

原《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

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
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
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

同时，《民法总则》去掉了原《民法通
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四种诉讼时效
期间为一年的情形。

案例：李先生在某开发商的楼盘购买
了一套住房，住进去三年多了才拿到房产
证，按照双方当初签订的购房合同，房屋
交付后360日内办理房产证，否则开发商
要向李先生支付违约金。但是李先生三
年以后才向法院起诉索要违约金，法院以
超过两年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了他的诉讼
请求。

评析：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研究院院长

徐胜强：实践中，我们可能会因种种因素

而不能及时行使权利，比如因忙碌或者距
离的原因而没有及时要回债款，又比如交
通事故当时身体没有发现不适，而两年以
后才出现后遗症等等。按照原有法律规
定，超过两年时间再向人民法院起诉而主
张权利的话，就会因诉讼时效超过时限而
丧失胜诉权。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民商事行为出
现很多新特点、新问题，民事行为主体间
的权利义务关系更趋复杂，原有的两年诉
讼时效显然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和需
求。从国外一些法律规定来看，给予充分
的诉讼时效也是普遍的做法。例如法国
民法典所规定的普通时效期间为5年，荷
兰新民法典规定的普通时效期间为 20
年。为了让权利人能够获得司法救济，有
必要适当延长诉讼时效，给权利人以相对
宽裕的时间，便于收集证据，解决纠纷，使
合法权利得到维护，也彰显了我国法律追
求公平正义的宗旨。⑤8

（本报记者 周青莎 整理）

原《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从出

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民法总则》第十六条规定：涉及遗产
继承、接受赠予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
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
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
在。

案例：马某已怀孕 7个多月，在马路
上行走时，被一辆飞驰的摩托车撞伤。马
某在医院提前两月产下一女，该女只有4
斤，体质很差。马某和丈夫、女儿一起提
起诉讼，向肇事方索赔医药费、护理费及
精神损失费，及孩子的健康权伤害费。孩
子能向侵权者请求赔偿吗？

评析：
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田土城：《民法

总则》第十六条的规定在我国民事立法中
首次确立了胎儿利益保护制度，是民事立
法的重大创举，也是我国立法文明程度的
显著标志。在通常情况下，自然人的民事
权利能力始于出生，如果不对胎儿的民事
权利能力作出特殊规定，其作为弱者的合
法权益很难得到法律保障。所以，明确规
定胎儿以活产为限可以独立享有民事权
利能力，是弱者利益保护原则的充分体
现，也是世界民事立法的基本趋势。特别
值得注意的是，在“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
予等”的规定中，“等”字说明，对胎儿利益
的保护并非仅限于“遗产继承和接受赠
予”，而是包括所有胎儿利益可能被侵害
的情形，其中自然包括其人身权益受侵害
的情形。⑤2

（本报记者 孙欣 整理）

原《民法通则》第十二条规定：不满十

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

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

《民法总则》第十九条：八周岁以上的
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
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
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
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
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案例：9岁的赵某在郑州市某小学上
三年级，赵某以学习为由，用妈妈手机偷
偷给自己喜欢的网络主播打赏，一个小时
就花了家里 3000块钱，赵某的母亲能把
钱要回来吗？

评析：
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高留志：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国家、社会和家庭对儿童成长更加重视，

未成年人心智发育成熟时间提前。《民法
总则》第十九条对《民法通则》第十二条的
规定作了修改，将未成年人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的最低年龄由10周岁降低为8周岁，
因应了当今未成年人心智发育时间提前
的社会现实，对于鼓励未成年人尽早参与
社会生活、培养未成年人待人接物和基本
生活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

在实践中，除纯获利益的情形外，8周
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从事的民事法律行为
最后能否生效要看是否与他的年龄、智力
相适应，如果不相适应，监护人事前未同
意、事后又未追认的，应宣告无效。但由
于孩子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家庭经济能
力不同，在实践操作中，不宜仅以金额高
低来判断行为是否与孩子年龄、智力相适
应。⑤4

（本报记者 孙欣 整理）

《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
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
其规定。

案例：小王是一个网络游戏的狂热爱好
者，玩游戏的技术很高。突然有一天他发现
一个经常登录的网络游戏账号被封了，这个
账号他已经积累了很高的等级，并且存有大
量值钱的游戏装备。多次投诉无果后他将该
游戏的运营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损失。

评析：
河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蔡军：由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6
年 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 7.31亿，互联网
普及率达到 53.2%，中国网民规模已经相当
于欧洲人口总量。随着现代社会步入网络
信息时代,法律应及时做出调整，积极反映
互联网发展与大数据技术应用的时代特征，

加强对网络虚拟领域合法权利的保护。而
我国对虚拟财产的权属界定与法律保护长
期处于模糊状态，导致司法实践中层出不穷
的网络虚拟财产纠纷无法可依，权利人的主
张无法及时得到保护，也不利于网络信息产
业的发展。

《民法总则》首次将网络虚拟财产纳入民
事权利的客体范围，成为本次立法的主要亮
点之一，开启立法保护虚拟财产的序幕，彰显
了我国立法对信息网络时代需求的积极回
应。民事立法对网络虚拟财产作为私权属性
的确认和保障，不仅有利于虚拟财产权利人
的权利保护与司法救济，为将来网络虚拟财
产单行立法提供基本法依据，而且有利于维
护网络虚拟空间的财产秩序与促进互联网产
业的良性发展。⑤4

（本报记者 周青莎 整理）

□本报记者 李凤虎

3月 21日，记者来到省信访局来访接待大厅，看
到这里宽敞明亮，秩序井然。按照叫号顺序，来访群众
坐在大厅座椅上等待，导访员依序引导来访群众到接
访窗口受理信访事项。

接访窗口一改以前的厚厚玻璃墙，变成了敞开式
柜台，来访群众坐在接访窗口柜台前，和接访工作人员
面对面进行交流沟通。

“老乡你好，请坐，请喝一杯水！”“别急，有事慢慢
说，我们尽力协调相关部门解决你反映的问题。”“你反
映的问题可以走法律途径，请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接访人员态度温和，众多上访群众对
办理过程表示满意。

“以前来省信访局反映情况，接访窗口像是去银行
办业务，来访群众隔着厚厚的玻璃，一直站着用话筒说
话，总觉得中间隔了一堵墙，双方交流很别扭，不方便
不舒服。现在，接待窗口厚厚的玻璃墙卸掉了，高高的
柜台也降低了，来访群众可以坐在椅子上，和接访工作
人员一对一交流沟通，不仅感到舒心，还很有尊严。”汝
州市一位信访群众张先生说，“省信访局拆除的不仅是
一堵玻璃墙，更是干部群众之间的‘隔心墙’。”

省信访局接访一处处长郭华丽告诉记者，接访窗
口厚厚的玻璃墙，不仅隔开了与群众的接触，还可能
隔开民心。为了畅通群众的信访渠道，真正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去年 12月初，省信访局决
定改进接待大厅接访窗口规制，拆卸掉窗口厚厚的
玻璃墙，降低高高的登记台，由敞开式柜台取而代之，
拆除大厅里铁栅栏，增设群众座椅，接访窗口从9个增
加到12个。

“如今，省信访局来访接待大厅一改过去由喇叭对
喇叭喊，变为面对面、眼睛对眼睛说话，真正架起了党
和政府与信访群众的‘连心桥’。”郭华丽说，“整个来访
接待大厅的环境也大变样，一改原来大厅吵闹、拥挤的
状况，现在大厅井然有序，来访群众在窗口文明理性反
映自己的诉求。同时，接访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大大
提高，群众的诉求表达渠道也更加畅通。”

此外，为适应“互联网+信访”的发展需要，进一步
畅通群众信息化信访渠道，省信访局着力推进阳光信
访、责任信访、法治信访，使群众有问题能反映、矛盾能
化解、权益有保障。今年1月开始，省信访局、18个省
辖市和10个省直管县（市）信访局局长、各县（市、区）
党政领导手机短信信访号码向社会公布，利用“互联
网+信访”信息化办理新模式，快速解决群众合理合法
诉求。

“信访工作是为民办事的工作，只要我们用对待家
人的感情对待信访群众，用对待家事的态度对待群众
反映的问题，真正把群众的大事当成我们的大事来办，
和群众坐在一个板凳上，做群众可信赖可交心的知音
与代言人，群众就会信任我们。”省委副秘书长、省信
访局局长张春香说，“今年，要着力推进阳光信访，打
造河南信访网上信访建设‘一网通’、微信群工作平
台建设‘一群通’、省市县乡四级视频工程建设‘一线
通’、市县书记市长（县长）电子信箱信访建设‘一点
通’、信访局长和县（市、区）主要领导手机短信信访
建设‘一掌通’，让‘五通’成为‘互联网+河南信访’新
模式，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的
为民服务理念。”⑤2

□本报记者 孙欣 本报通讯员 秦鹏鹏

3月 21日，郑州航空港实验区人民检察院二楼视
频会议室内，座无虚席，气氛庄严而热烈，一场审视过
去、谋划未来的讲评承诺活动正在举行。

“去年的工作虽然取得很大的进步，但仍有缺点和
不足。2017年，我将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开
拓创新、努力推动航空港实验区检察工作向更高水平
发展，为航空港实验区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检察长裴文典第一个上台进行讲评承诺。

“2016年的工作任务基本完成，但没有完成各项
工作进入全市先进的总体目标，今年的案管工作保4
争3，法警工作在全市业务练兵比武中至少1人进入前
10名。”

“去年的承诺内容全部完成，今年要以争先创优为
目标，创新监督执纪方式方法，狠抓作风纪律整顿，牢
固底线。”

……
6个部门负责人也以PPT形式，对部门2016年工

作进行了讲评，公开亮出了2017年的承诺。
讲评客观中肯，承诺切实可行，会议室内不时响起

热烈的掌声。大家纷纷表示：“把不足公开出来，把承
诺亮出来，讲出了实绩，评出了压力，展现了活力！”

“自2014年航空港区检察院成立以来，我们每年
都要举行全员承诺讲评活动，全体干警轮流对去年
工作进行讲评，对当年工作公开承诺。”政治部主任
吴潜说，该院的干警队伍很年轻，80后、90后占 70%
以上，公开承诺讲评，激发了干警们的主人翁意识，
营造“人人心中有目标，人人肩上有责任，人人自觉
抓落实”的氛围，凝聚了“你追我赶、团结协作、共同进
步”的正能量。

据悉，该院还把干警的承诺讲评成绩以一定比例
纳入年度考评成绩，记入个人荣誉档案，作为评先评
优、晋职晋级、调整使用的重要依据。此项活动的持续
开展，已成为航空港区检察院各项工作推进器和发动
机，各项业务工作指标一年一个新台阶。2016年，该
院荣获集体荣誉17项，在全省职务犯罪侦查评比中，
反贪工作位居全省第2名，反渎位居全省第39名，综
合排名全省第12名。全院荣立全省检察机关个人二
等功1人、荣立全市检察机关个人三等功3人。⑤4

省信访局接访大厅

“隔心墙”变为“连心桥”

检察长带头亮承诺

通则变总则 影响你和我

见义勇为能免责

诉讼时效“二”变“三”

胎儿权利有多少

8岁的孩子能做主吗

虚拟财产受保护

《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一条：自然人的
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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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郑州市民张先生购买了一辆轿车，
每到年底审车的时候，他会经常接到一些保
险公司打来推销购买车辆保险的电话。张先
生很纳闷，他登记的个人信息如何被多个保
险公司所获取？

评析：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

授姚秋英：近年来，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类违法
犯罪日益突出，互联网上非法买卖公民个人
信息泛滥，社会危害严重，群众反应强烈。这
一规定，无疑将为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再筑“高
墙”。

这一规定具有信息化时代的立法特征,
是对公民利益的切实保护，有助于公民信息
免受侵权滥用，对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有着
重大意义，将为捍卫老百姓的信息安全提供
更有力的法律后盾。

从源头治理个人信息泄露问题是一个系
统性工程，它既依赖于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
善，也依赖于多部门的联动与配合。从立法
完善层面上来讲，应该出台实施细则，建立民
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三个相互递进、
系统完善的法律责任追究体系。基于当前个
人信息保护的严峻形势，有必要优化执法职
能，破除条块分割。可考虑整合个人信息保
护中的相关执法职能，设立跨部门的个人信
息保护机构，统筹个人信息保护的预防、监
管、违法责任追究等职责，更加有效地保护个
人信息。⑤2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整理）

禁止非法买卖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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