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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亮点七大亮点！！带你学习民法典带你学习民法典
2020 年 5 月 28 日 15 时

08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宣告中国

“民法典时代”正式到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共7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
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
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附则。

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
立法任务，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
大法治建设部署。编纂民
法典，是对我国现行的、制
定于不同时期的民法通则、
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婚
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
责任法和人格权方面的民
事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系统
的编订纂修，形成一部具有
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
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

民法典将自2021年1月
1日起施行，现行婚姻法、继
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
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
责任法、民法总则同时废止。

民法典的这些亮点，一
点一点看

1.见义勇为免责
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

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
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
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
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
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
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
适当补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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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现实中因救人反
被告的事件多次发生，“扶不
扶”“救不救”一度困扰公众。
民法典明确了侵权人和受益
人的各自责任，同时也明确了
见义勇为者依法不承担民事
责任，有助于杜绝“英雄流血
又流泪”的现象。

2.小区共有场所收入归
业主

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
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
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
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
于业主共有。

解读：小区电梯广告、外
墙广告收入归谁？物权法的
规定并不明确，引发了一些
矛盾纠纷。民法典明确，利
用小区业主共有场所产生的
收入属于业主共有。这将发
挥定分止争的作用，维护业
主合法权益。

3.禁止高利放贷
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

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
规定。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
没有约定的，视为没有利息。
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
明确，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协
议的，按照当地或者当事人的
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
率等因素确定利息；自然人之
间借款的，视为没有利息。

解读：近年来，“校园贷”
“套路贷”等频发，高利贷问题
引起广泛关注。民法典禁止
高利放贷，表明了国家鼓励人
们投资实体经济，助推经济高
质量发展，解决因高利放贷导
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4.保护个人信息
规定：处理自然人个人

信息的，应当遵循合法、正
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处
理，并符合下列条件：征得该
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
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除外；公开处理信息的规
则；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方
式和范围；不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

解读：数字化时代，个人
信息如何保护？面对人肉搜
索、垃圾短信、电信诈骗等挑

战，民法典确认和保障与个
人信息有关的人格权益，并
规定个人信息利用的基本规
则，让个人信息使用有法可
依，将有效遏制过度搜集个
人信息的乱象。

5.界定夫妻共同债务
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

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
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
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
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
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
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
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
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
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解读：离婚时，夫妻双方
的债务该怎么认定？是共债
共签还是单方举债共同偿
还？民法典吸收了现行司法
解释的有效做法，规定夫妻
共同债务需要夫妻双方共同
签字或夫妻一方事后追认
等，或者夫妻一方以个人名
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
的债务，否则不予认定。

6.增加遗嘱形式
规定：打印遗嘱应当有

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
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

解读：打印遗嘱有法律

效力吗？现实中，打印遗嘱
十分常见，却常常引发纠
纷。对此，民法典根据实际
需要作出回应，对打印遗嘱
的效力作出界定，明确了打
印遗嘱必须具备的形式，填
补了立法空白，适应了时代
发展的需要。

7.守护“头顶上的安全”
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

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
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
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
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
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
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
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
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
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解读：高空抛物坠物造
成人员受伤、财产损失让不
少人心惊胆战，如何守护“头
顶上的安全”？民法典作出
这一规定，意味着高空抛物
坠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如果
不能明确责任人，那该楼业
主都有可能要被追偿责任。
这为受害人提供了“兜底”保
障，同时为补偿人进一步追
偿提供了法律依据。

姜堰区司法局

9月13日，2020年度“群文奖学金”发放仪式在区教育
局举行。“群文奖学金”是姜堰籍中国工程院院士缪昌文先
生为资助家乡贫困优秀学子、激励他们勤奋学习而设立的

“泰州市姜堰区弱势群体子女文化教育奖学金”。今年受
资助学生45名，资助总额15万元。图为活动现场。

陈琦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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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区委统一部署，9 月 11 日
至 14 日，区委 4 个巡察组分别进驻
区委办、区人大机关、政府办、区政
协机关、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
区委研究室、编办、财政局、退役军
人事务局、审计局、国资办、地方金
融监管局、史志办、天目山街道 16
家单位，开展为期 1 个半月左右的
巡察。

本轮巡察对标对表中央和省市
区委关于巡视巡察工作的新部署新
要求，坚持政治巡察定位，突出“两
个维护”，紧扣“三个聚焦”重点监督

事项，紧盯被巡察党组织职责使命
和核心职能履行，重点检查“六稳六
保”“三大攻坚战”、疫情防控、制止
餐饮浪费行为等重大政策措施的贯
彻落实情况，重点发现和推动解决
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与党
内政治生活不规范、整改不落实等
突出问题。巡察组将根据被巡察单
位的性质、职能、特点，创新巡察方
式方法，通过个别谈话、受理信访、
调阅资料、听取汇报、走访调研等方
式开展工作。

区委各巡察组组长在巡察工作

动员会上一致强调，要深刻领会巡
察对贯彻“两个维护”的政治监督作
用，认真对照习总书记重要指示要
求，紧扣被巡察单位职能职责，深化
政治巡察，督促被巡察单位党组织
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要深
刻领会巡察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中的重要推动作用，坚决贯彻党的
巡视巡察工作方针，坚持发现问题、
形成震慑生命线，坚守推动改革、促
进发展落脚点； （下转3版）

十二届区委第十轮巡察进驻16家单位
区委巡察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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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颜禹铭
特约记者 姜伟）昨日，区委召
开开发区（三水街道）领导干部
会议，宣布区委关于三水街道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
定。区委书记方针在会上讲
话，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
信心，全力推动开发区（三水街
道）各项工作走在全区前列，为
实现姜堰跨越赶超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区委常委、开发区党工委
书记王荣明主持会议，区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毛戴军宣读调
整决定。经区委常委会研究决
定，罗冬雷同志任三水街道党
工委书记，唐军同志任三水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方针指出，此次区委对三
水街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的调
整是策应开发园区体制机制改
革、从保证园区街道协同发展
出发作出的通盘考虑；党政正
职人选均从现有班子成员中产
生，充分表明了区委对开发区（三
水街道）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
开发区（三水街道）上下要讲政
治、顾大局，凝聚协同发展“向心
力”。开发区专注产业发展、经
济建设，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由
三水街道承接。街道党工委、办
事处要准确定位，把讲政治贯穿
始终，确保街道工作与园区工作
同频共振、同向发力。

方针强调，要明大势、抓机
遇，跑出跨越赶超“加速度”。

开发区要勇挑重担，在项目招
引建设上把好投资强度、亩均
税收、科创能力、绿色环保“四
个关”，在“亩均论英雄”改革、

“五未土地”清理等方面率先探
索、创造经验。要做到服务企
业“零距离”，对企业发展中遇
到的问题，要逐条梳理、逐一
对接，精准帮扶。三水街道要
紧紧围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在区域发展治理、
城乡融合发展、生态环境治理
等方面多探索；要抓牢抓实民
生事业，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
感和满意度。

方针强调，要强作风、提效
能，铸就奋力担当“铁肩膀”。

（下转3版）

区委召开开发区（三水街道）领导干部会议
本报讯（记者 颜禹铭 特

约记者 姜伟）昨日，区委召开
梁徐街道领导干部会议，宣布区
委关于梁徐街道党工委主要负
责同志任职的决定。区委书记
方针在会上讲话，强调要苦干实
干、奋勇拼搏，努力在姜堰高质
量发展中贡献“梁徐力量”。

区 委 常 委 、开 发 区 党 工 委
书 记 王荣明主持会议，区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毛戴军宣读任职
决定。经区委常委会研究决定，
宋华卿同志任梁徐街道党工委
书记。

方针说，此次梁徐街道干部
调整是区委策应开发园区体制
机制改革、从加强园区街道工作
统筹出发作出的考虑。要和谐
共事讲团结，以共同事业维护团
结，做到时刻以梁徐和开发区事
业发展为重、以群众利益为重；
以严格制度保障团结，主要负责
人要带头规范执行民主集中制、
党委议事规则等制度，其他班子
成员要强化角色意识、找准位
置，做到职责分思想合、工作分
目标合、权限分力量合；以宽广
胸襟促进团结，坚持大事讲原
则、小事讲风格，勇于开展批评
和自我批评，努力营造团结和谐
的干事氛围。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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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塘街道（高新区）召开
体制机制改革推进会

本报讯（记者 潘俊）9 月
14 日下午，罗塘街道（高新区）
召 开 体 制 机 制 改 革 推 进 会 。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科技
园区（罗塘街道）党工委书记薛
金林参加会议。

会议对姜堰高新区体制机
制改革方案和罗塘街道“三整
合”改革方案分别作了说明。

薛金林指出，这次街道、园
区改革工作是区委区政府主抓
的“重要工程”，既是政治任务，
也是目标要求，要认清改革目
的，凝聚共识，确保思想统一；
要锚定改革方向，精准施策，确
保目标必成；要放眼改革前景，
务实奋进，确保跨越赶超。

薛 金 林 强 调 ，围 绕“303”
高质量发展考核目标，要把改
革的成果体现在项目招引建
设上， （下转3版）

9 月 18 日是全省防空警报
统一试鸣日，为增强广大市民的
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提
高分辨警报信号和应急避险能
力，检验我市警报设施性能状
态，定于2020年9月18日（周五）
上午 10:00 至 10:19 在全市范围
内（含靖江市、泰兴市、兴化市、
海陵区、高港区、姜堰区、泰州医
药高新区）统一鸣放防空警报。

警报鸣放次序为：鸣放预先
警报，鸣响方式为鸣36秒，停24
秒，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

分钟）；间隔 5 分钟后鸣放空袭
警报，鸣响方式为鸣 6 秒，停 6
秒，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
3分钟）；间隔5分钟后鸣放解除
警报，鸣响方式为连续鸣长声
（时间3分钟）。

警报鸣响期间，请广大市民
保持镇定，维持正常的工作、学
习和生活秩序。

特此通告

泰州市人民政府
2020年9月4日

泰州市人民政府关于9·18试鸣防空警报的通告

盐城市盐都区
人大常委会来姜考察教育工作

本报讯（记者 陈琦琦）9 月 14 日，盐城
市盐都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季风带队来我区
考察集团化办学和教师增量绩效考核改革情
况。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钱拥军陪同考察。

考察组一行参观东桥小学教育集团凤凰
园校区，观摩学校的社团活动，了解相关校级
课程开设等情况。 （下转2版）

我区召开条线
安全生产专委会会议

本报讯（记者 刁晓玉）9
月14日下午，我区召开城建环保
领域条线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
会议，副区长郑长进出席并讲话。

会上，区住建局、交通运输
局、生态环境局分别汇报今年
以来各自牵头的安全生产专委
会工作开展情况；（下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