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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典

为了进一步普及《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浙江星岛律师事务所
每周带你读一则《民法典》的亮点法
条。这周，让我们一起来看第19条。

《民法典》第19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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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作一些简要的解析：
我国民法典中规定的民事主体

包括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组织。
其中自然人依个人年龄和心智发展
健康状况可分为三等：

(1)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成
年人（年满18周岁）且心智正常者；
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能够以自
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
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2)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8～
18周岁（或8～16周岁）的未成年人
且心智正常者，不能完全辨认自己
行为的成年人。

(3)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满
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能辨认自己

行为的成年人或者8周岁以上的未
成年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
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不得独立实施任何民事法
律行为，一概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
实施。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规
定则比较复杂，具体可分为以下四
种效力情形：

首先，在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范围内独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有
效。如一个15周岁的中学生花200
元买一本汉英词典的合同行为。

其次，对于超出相应的民事行
为能力范围的行为，其情形又一分
为三：

一是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
有效。如接受无条件赠与、免除债
务等行为。

二是超出行为能力范围而实施
的单方行为，为无效行为，如立遗
嘱、抛弃等行为。

三是超出民事行为能力范围而
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按民法
典第145条之规定，为效力待定的
行为。

（由晓普整理）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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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籍当事人高
某从舟山国际水产
城某经营户处网购
30份舟山特产红膏

蟹糊后，委托天津一家检测公司
进行检测，发现检出的能量、脂
肪、钠等成分含量超过产品包装
标注值，便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经营户退还货款1494元，
并支付10倍赔偿款14940元。值
得称道的是，普陀法院在受理此
案的同时，通过舟山国际水产城

“共享法庭”点位，及时向全体水
产经营户发出倡议书，就进一步
规范经营行为、应对“职业打假”
举措等内容提出风险提示。

无论此案当事人提起诉讼
的出发点是维权还是牟利，起因
都是蟹糊的成分含量标注有失
精准，是不折不扣的“有缝的
蛋”。明知做不到精确标注，难
道不可以标注“含量阈值”吗？
人家检出诸多含量超标，就诉有
违诚信、涉嫌欺诈，上哪喊冤去？

现如今，消费者维权意识不
断增强，“职业打假”也越来越专
业化、精准化。经营户在水产品
线上拓展销售渠道的同时，再对
成分含量马马虎虎，岂不自陷被
动挨打的境地？以案为鉴，立说
立改，既是自我完善、自我保护，

更是对消费者负责。
一直以来，人们更多地把

诚信经营的焦点对准是否货真
价实、是否足斤足两。就如卖
蟹，只要肉肥膏美不骗秤就
行。但这起案件告诉经营者，
膏多膏少、盐多盐少都不行，必
须与标注符合才行。人家说得
很清楚：成分含量与标注不符
就有误导消费者之嫌，尤其对
糖尿病、高血压患者等特殊人
群可能造成危害。

确实，随着生活水平提高，
人们的嘴也越来越刁了。吃肉
不再是越肥越好，吃瓜不再是越
甜越好，这是追求高品质生活的
必然。从追求吃过瘾，到崇尚吃
适量，这种消费偏好的悄然改变
也自然会带来对食品的个性化
需求。正因不同的人对食品的
成分含量有不同需求，这才要求
经营者作出相应的标注。而一
旦标注，就得做到表里一致，否
则就可能误导消费。

吃一堑长一智。除了不犯
短斤缺两的错误，还要谨防“营
养超标”。在此基础上，更要通
过细化食品分类，更好地迎合不
同消费人群的需求。如此，方能
提升产品竞争力，让普陀海鲜走
得更远。

水产品成分含量标注应精准
□小井

□记者 严艺伟

“城市美容师”是环卫工人的

美称，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
辛勤和汗水扮靓了城市的美丽，李
振平就是这支队伍中的其中一员。

李振平是安徽人，于2014年来
到舟山。两年后，经朋友介绍，李振
平在区环境卫生管理所找了一份环
卫工人的工作，负责东港海莲路部
分路段的清扫工作。这条路的东侧
是知名美食街，人多、车多，比起其
他路段，清扫工作要繁重了许多，他
总是兢兢业业坚守岗位，不怕脏、不
怕累、埋头苦干。“我们一线环卫工
人确实辛苦，一年365天在岗雷打
不动，下再大的雨，刮再大的风，清
晨4时30分都要到岗。”

李振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
做的。每天早晨4时30分，他都会
推着清扫车准时出现在这条道路
上进行清扫，到晚上6时30分结
束。由于工作时间特殊，他必须每
天早睡早起，长此以往，全家人都
形成了同步作息时间。李振平每
天要把路面清扫5遍，扫帚簸箕不
离手，这是他的看家武器，“刷刷”
的清扫声成了他的人生伴奏。每
天看着这条已经被自己重复清扫
了6年的街道干净整洁，他的心里
有说不出的自豪感。“能给市民、游
客创造舒适的环境，我们一线环卫
工人再苦再累也开心。”

6年来，李振平积攒了不少好人
缘，工作点位附近的商户都和他成
了朋友。“到饭点时，家人送来饭，一
些商家都让我进他们店里吃；夏天
热，也让我进店里坐坐凉快凉快。”
说着，李振平由衷感到开心，他觉得
这是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
可。他说，自己有个愿望，要在这个
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

6年来，他兢兢业业做好环卫工作。他说，为市民、游客创造舒
适环境，再苦再累也开心，他要在环卫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

李振平：用辛勤和汗水扮靓城市

本报讯（记者 郭杰 通讯员
何玲俐）“丁阿姨，头抬高，靠近一
点，马上就能接住了。”“加油，加
油，追上去！”……日前，一场特殊
“运动会”在六横悬山岛老年活动
中心举行，参与活动的20余位“选
手”平均年龄超过60岁。这场由
区民政局组织的趣味运动会，根据
老人们的身体状况，设置了“水瓶
快跑”“花样保龄球”“赶小猪”等
趣味十足的项目，让老人们在运动
中放松身心，锻炼身体。

在活动场地旁边，来自浙江舟

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
的大学生志愿者们在为老人们加
油助威。他们都是支老小分队的
成员。来到岛上后，除了参与活动
策划、场地布置外，他们还同当地
志愿者团队一起为岛上的老人们
打扫房间、送去慰问品，询问老人
的生活以及身体状况。

“陪老年人谈心聊天、打扫房
间，虽然这些事情看似微不足道，
但我从中收获了感动和温暖。”志
愿者小吴告诉记者，作为一名大学
生，步入社会以后，他也会继续参

与志愿活动，用自己的热心、爱心
去感染周围更多的人。

据悉，促成大学生与悬山岛老
人“牵手”的是区民政局于今年6
月成立的全区首家大学生社会服
务实践基地，该基地通过与高校合
作，搭建大学生与全区各社会组
织、志愿团队、海岛乡村社区交流
合作的平台，让他们在参与志愿活
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砥砺磨练，
增长才干，做好走向社会的准备。

基地成立以来，组建了一支
由 10余名大学生组成的支老小

分队，与六横海蓝社工服务中心
等志愿者团队合作，深入六横台
门、悬山岛等偏远地区，开展慰问
孤寡老人、理发、按摩等一系列助
老服务活动，受到当地群众一致
好评。

“今后，除了继续发挥大学生
社会服务实践基地的作用外，我们
还会吸纳社会各界更多志愿者力
量，组织开展各类结对帮扶活动，
助力海岛老人共享优质养老服务
发展成果。”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说。

普陀有一支大学生支老小分队
他们与六横志愿者合作，深入台门、悬山岛等偏远地区，开展慰问孤寡老

人、理发、按摩等一系列助老服务活动，受到群众一致好评

近日，东港幼儿园联合普
陀巡特警大队开展防恐防暴
演练。演练中，“暴恐分子”企
图进园，被拒后，手持凶器攻
击安保人员。安保人员立即
按下报警按钮，幼儿园立即启
动防暴应急预案，第一时间组
织增援力量赶到现场“制服”
犯罪分子。此次演练有效提
高了教职工及幼儿的安全防
范意识，强化了校园安保人员
应对处理突发性暴力事件的
能力。

（记者 张迟 通讯员 郑
欢）

防恐防暴
演练举行

禁毒宣传
走进校园

在“6.26国际禁毒日”即
将来临之际，近日，展茅派出
所民警来到展茅中心学校，为
学生们讲解毒品分类、毒品危
害性等知识，增强青少年学生
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
力。

（记者 吴林峰 通讯员 刘
宇翔 王琼瑶）

本报讯（记者 郭杰 通讯员 林
露青）6月22日上午，舟山市船舶修
造企业高架车和外协单位安全管理
现场会在舟山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
司举行。

会上，舟山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
司结合日常安全管理实际及相关规
章制度，就做好高架车和外协施工单
位管理工作作了经验分享。市应急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分析了高架车作
业风险，详述高架车“十个必须”事故
防范措施等，督促船舶企业要树立以
人为本、生命至上观念，落实安装防
倾装置、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控、有
效通风和测氧测爆等安全工作，深化
外协施工单位和班组规范化达标创
建活动，不断强化科技兴安水平。

会前，与会人员还观摩了高架车
实操演练，感受高架车安全装置各项
功能作用。据悉，安装了防倾倒装置
的高架车，当车辆本体与所在地平面

倾斜坡度大于等于3?时会发出警示
提醒，大于等于5?时会自动锁定行
驶装置进入停止状态，从而大大减少
了倾倒事故发生概率。

据悉，今年以来，区应急管理局
积极推动高架车安全和外协单位监
管工作，委托专业机构制定《高架车
管理手册》，并邀请辖区相关船舶企
业安全负责人、技术和设备部门人
员参与研讨修订。

下步，相关船舶企业计划在7
月中旬完成全部高架车安装防倾装
置工作。区应急管理局与相关职能
部门、各镇（街道、管委会）加强联
系，形成船舶修造企业安全监管联
动机制，常态化开展企业安全管理
指导和专项检查工作，切实强化企
业安全生产基础管理水平。

全市各县区应急管理局领导、
业务科室负责人、36家使用高架
车的船企负责人参与现场会。

船舶修造企业高架车和外协单位安全管理现场会举行

加强安全管理 夯实安全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