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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马路看手机 行人闯祸获刑
过马路的行人
为何要担刑责？
在交通事故里面，行人一般被视为
“弱势群体”，在本案中的行人胡某为何
要负主要责任，并且承担刑事责任呢？
天津星伦律师事务所的曹志平律师说，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行人违反交通法规
引发的交通肇事的刑事犯罪案件。胡某
违反交通法规，没有按照交通信号灯的
指示横过马路，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她一
直使用手机，对于道路情况无法判断，违
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应规定，是导致
此事故的主要原因。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62 条规定，行
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应当走人行
横道或者过街设施；通过有交通信号灯
的人行横道，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
通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的
路口，或者在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
道路，应当在确认安全后通过。本案中，
胡某不顾个人安全，违反正常的通行规
则，过马路看手机更是对交通安全的漠
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律并不会单纯
地“偏向”所谓的弱势群体，如果行人在
过马路时存在违规行为，一旦造成事故
很可能要承担主要责任。

一位行人未按交通灯信号横过马
路，
并在横过马路时使用手机，
结果与
行驶中的摩托车发生碰撞，
造成摩托
车乘客死亡。日前，
该行人被广东省
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依法以交通肇事
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
行人过马路违规、
看手机等问题在生
活中其实非常普遍，
正因为个别行人
不遵守交通法规，
也造成了很多严重
的车祸事故。在事故中，
行人与机动
车方如何划分责任？是否构成交通肇
事罪？
时报记者 张玮

案例回顾
2017 年 5 月 27 日晚上 8 时左右，一
名女子胡某正在闯红灯过马路。这时
一辆摩托车向前行驶，撞倒了这名女
子，而摩托车司机和乘客也滑倒在地。
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火炬开发区中山
六路上陂头村对出的人行横道，
当时这
名女子在闯红灯时，竟然一直在看手
机。事故造成摩托车乘客张某受伤，送
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审理，行人胡某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缓刑一年，
同时，胡某在审判阶段与被害人家属达
成和解，
并赔偿被害人家属20万元。

庭审再现
法院审理

市民马师傅：我有个老朋友老伴去
世了，他一个人太孤单，大家就想买个宠
物送给他做个伴。都说养狗得办证，具
体如何办理？
解答：居民想要养犬必须办理登记
证。个人养犬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具有
本市常住户口、暂住证件或者其他合法
身份证明；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有独
户居住条件。而办理养犬登记时不仅要
出示身份证明、居住证明材料，还要为所
养犬只拍彩色照片 4 张（侧身正脸全身站
立、两寸照片），
以及犬类免疫证。
根据《天津市养犬登记和养犬注册管
理办法》的规定，
《天津市养犬登记证》每
年注册一次，
注册时间为每年 5 月 8 日至 6
月 30 日。公安机关应当每年将注册的时
间、
地点和要求向社会公布。养犬人应当
在规定的期限内办理年度注册，
逾期不办
理年度注册的，
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条例》
有关规定，
予以处罚。该办法第十二条规
定，
本市外环线以内地区和外环线以外的
建成区及经区、
县人民政府决定的特定区
域为养犬重点管理区，
其他为养犬一般管
理区。全市各区、
县行政区域内的养犬重
点管理区，
养一只犬第一年交纳管理服务
费 1000 元，以后每年交纳 500 元。环城
四区和塘沽、汉沽、大港区内域的一般管
理区，养一只犬第一年交纳管理服务费
300 元，以后每年交纳 50 元；武清、宝坻
区和三县地区内的一般管理区，养一只
犬第一年交纳管理服务费 150 元，以后每
年交纳 30 元。单位养犬按照重点管理区

案情介绍

养犬登记证怎么办理？

曹律师说，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76
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
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
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
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
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
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
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一条的规定，从事交通运输人员
或者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
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清事故
责任的基础上，对于构成犯罪的，依照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交通肇事罪的规
定定罪处罚。从上述司法解释可见，非
交通运输人员也可以成为交通肇事罪
的犯罪主体。

行人也可以构成交通肇事罪
曹律师说，交通肇事罪是因违反交通
运输管理法规，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
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物遭受重大损失的
行为。不仅车辆驾驶人可以构成交通肇
事罪，
行人也可以构成交通肇事罪。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规 定 ，车 辆 、行
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另外该法还
特别对行人和乘车人的通行作出了明
确规定。因此，行人也当然是我国《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的 调 整 对 象 。 任 何 人
(包括走路的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只要
是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导致发生
重大事故，都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我
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及最高院《关

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
已作出明确的界定，即死亡一人或重伤
三人以上，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的 ；或死
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 ；或造
成公私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主
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达三十万元以
上的。
《解释》还对酒后驾车，无证驾驶
等六种情形，若交通肇事致一人重伤，
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也认定是重大
事故，以交通肇事罪处罚。
胡某的行为是导致此次事故的主要
原因，而该事故还造成一人死亡的重大后
果，
因此应认定胡某构成交通肇事罪。

有借条没借款 借贷事实咋确认？

新区举行律师宣誓仪式
时报讯（记者 刘纯）按照司法部、市
司法局和市律师协会关于律师宣誓仪式
工作要求，在宪法宣传日期间，滨海新区
司法局组织滨海新区新执业律师进行宣
誓活动。滨海新区司法局相关领导，滨
海新区律工委成员等出席，120 余名新执
业律师及 150 余名律师参加。全体新执
业律师面向国旗庄严宣誓，北京德恒（天
津）律师事务所孙媛媛作为新执业律师
代表发言，天津大有律师事务所主任肖
剑律师作为律师代表发言。
新区司法局对广大律师提出了三点
要求，
一要提高政治站位，
牢固树立
“四个
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权威，不断加强律师行业党建工
作，确保律师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二要
充分发挥律师专业优势，
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
充分认识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重要意义，
把每一起案件办成经得起历
史检验、
人民检验、
社会检验的铁案；
三要
强化执业纪律建设，
健全、
完善、
执行制度
规范，细化律师执业标准和操作规程，推
行服务公开制，
依法执业、
诚信执业、
规范
执业，做到讲道德、重品行、守规矩，确保
律师工作依法规范运行。
（又讯 记者 刘纯）12 月 5 日，
塘沽街
道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街道全体干部到场
参加。在领誓人的带领下，全体人员起
立，会场奏国歌，气氛庄严而肃穆。新入
职人员台前站好，左手握《宪法》，右手握
拳，
每个宣誓人都严肃而认真。宪法宣誓
活动在浓郁的法治氛围内进行，
促进新入
职人员牢固树立依宪履职、
依宪用权的理
念，
增强宪法意识、
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
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

发生事故 行人与机动车方如何划分责任？

陈女士被朋友追债，
可她却说自己从没拿到过借款。彭某手持陈女士签下的借条，
却一直无法收回欠款。两位好友之间的债务纠纷剪不断理还乱。
时报记者 刘纯

有借条没借款 债务关系难说请
购买产品。
“ 当时陈女士说
她也想买，但是没有这么
多钱，她向我借钱买的。”
对于彭某的说法，陈女士
并不同意。陈女士说：
“我
从未向彭某借款，是因为
彭某买了保健品后不想要

彭某向法院提出诉讼
请求，要求陈女士偿还其
借款本金 3 万元并支付利
息。彭某说，她与陈女士
一起参加某公司的活动，
两人都想买一些产品，于
是彭某支付了 3 万元用于

被告举证未收到借款
彭某表示，
陈女士向自
己借款 3 万元并出具借条，
自己出借款项后，
陈女士未
还款，
所以诉至法院。
陈 女 士 辩 称 ，不 同 意
彭某诉讼请求。
“ 我从未向
彭某借款，借条是应彭某

要求所写，我并未收到彭
某所给付的借款。
”
围绕诉讼请求，
法院组
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
及质证。彭某提交的证据
为借条一张，
陈女士对借条
真实性予以认可，
但认为彭

了，现在又想让我拿钱。”
法院如何判断查证
本是一起参加活动，都想
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购买产品的两个人，现在
都声称产品是对方购买
解答：根据《最高人民法
的，支付的款项应当对方 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
支付。对于这份说不清的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被
债务，
法院会怎样判定呢？ 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
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
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
某并未实际出借款项，
故该 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
借条并未生效。陈女士向 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
法院提交彭某与陈女士丈 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
夫王某之间的录音光盘作 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
为证据，
用以证明彭某未向 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
自己实际出借款项，
自己也 贷事实是否发生。
未授权彭某为其垫付款项。

借贷关系无法证明 诉讼请求被驳回
法院认为，
合法的借贷
关系受法律保护，
彭某作为
出借人，
应就借贷关系的成
立且出借人已经履行出借义
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
彭某称其通过现金交付的方
式向被告出借款项，
陈女士
对此不予认可，
并提供录音
证据证明彭某称将款项交给
了案外人某公司，
而从未交
予自己。庭审中彭某称其

向陈女士出借现金的资金
来源系向保险公司申请贷
款，
但根据彭某提交保险公
司批单内容显示该保单质
押贷款的发放日期晚于案
涉借条出具时间半年，
故彭
某在庭审中对其资金来源
陈述不实，
亦未能就真实交
付款项提供相应证据。彭
某称因出借款项一事多年
来一直向保险公司支付贷

款利息，
但彭某又认可在本
案起诉前未曾向被告陈女
士主张过还款，
彭某所述与
常理不符。根据《合同法》
第二百一十条之规定，
自然
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自贷款
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因彭某
未能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
关系已生效，
故彭某的诉讼
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法院不予支持。

本期值班热线电话 59892508 值班人 天津敬东律师事务所

以凭证为依据提起诉讼
被告否认的怎么办？
解答：
原告以借据、
收据、
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
民间借贷诉讼，
被告依据基础
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
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
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
人民法
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
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
事人通过调解、
和解或者清算
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
不适用
上述规定。

养犬不文明 这些行为会挨罚
现今，养犬的人越来越多，文明养
犬成了大家所关注的焦点。本报记者
日前曾就规范养犬问题采访了滨海新
区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二大队民警王
冬。他告诉记者，违规饲养大型犬、烈
性犬、无证养犬、流浪犬、犬伤人、犬便
溺、
犬扰民等突出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新
区公安部门管理的重点，
而对于查处无
证养犬和重点管理区饲养大型犬和烈
性犬、一户养多犬、违规遛犬行为早已
成为公安部门的日常工作。根据辖区
养犬管理实际，
公安部门还制定了相关
工作计划，
同时，
确定重点治理区域，
集
中组织开展清理收缴行动，捕获无主
犬、
流浪犬。对已办证的养犬户敦促其
按时注射狂犬疫苗、
遛狗要牵领等逐步
形成常态化管理机制。时报记者 张玮
交纳管理服务费。
值得注意的是，规定指出，具有本市
常住户口，年满 60 周岁，丧偶，且不与子
女或其他亲属共同居住的生活困难的鳏
寡老人，依法提出减半收取第一年管理
服务费的，应当提交住所地街道办事处
或乡镇人民政府和公安派出所出具的证
明，经住所地公安机关初审后，报市公安
局批准。盲人养导盲犬和肢体重残人养
扶助犬的，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和导盲犬、扶助犬鉴定书，经住所地
公安机关初审后，
报市公安局批准。

违反养犬管理规定如何处罚？
解答：在《天津市养犬管理条例》和
市民张女士：不文明养犬会给其他人
增添麻烦，比如我所居住的小区，总有人 《天津市城市管理规定》当中，对个人和单
位养犬的违规行为也做了处罚规定，大致
让自家宠物在楼道或电梯随意小便。请
问对于违规养犬的应该受到怎样的处罚？ 分为三类。

◎ 第一类是对未办理登记注册、登记变更、溜犬不携带犬证的处罚
未进行养犬登记或提供虚假材料骗
取登记的，公安机关没收其犬、注销养犬
登记证，
并可对单位处 1000 元以上 5000 以
下，
对个人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未办理养犬注册的和携犬出户未携
带养犬登记证的，由公安部门暂扣其犬，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没收其犬，并可以
对重点管理区内单位处 1000 元以上 5000

◎ 第二类是对违规养犬行为的处罚
遛犬必须由成年人束链、戴嘴套牵
领，应当避让他人，犬只乘坐电梯应当错
峰并戴嘴套或着入笼，不得乘坐除出租车
之外的公共交通工具，不得进入市场、商
区、学校、医院等人员聚集的公共场所，养
犬不得妨碍、侵犯、干扰、影响相邻居民

元以下罚款，个人处 100 元以上 500 以下
罚款；对一般管理区内单位或者个人处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由于所养犬
买卖、赠与他人、养犬地址需要在 15 日内
进行登记变更；由于所养犬死亡、丢失应
在 15 日内进行养犬登记注销，否则，公安
机关会责令补办手续，并可处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

等。否则，公安机关会依法予以警告并可
处 100 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由公安机关没收其犬，并注销犬类登记
证。携犬出户时，携犬人应及时清除犬排
泄的粪便。否则，城市管理相关部门会责
令清除，
并可处 50 元罚款。

◎ 第三类是对违规进行展、
销犬只的处罚
在重点管理区内开办犬类养殖场、犬
类交易市场，举办犬类展览展销活动的，
由公安机关没收其犬和非法所得，并对单
位处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罚款，对个
人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在犬
类养殖场、犬类交易市场以外的公共场所
从事犬类交易的，由公安机关没收其犬和

非法所得，并对出售人处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开办犬类养殖场、犬类交易
市场和为犬类服务的医疗机构，应当依法
办理工商登记，并在领取营业执照后五日
内向公安机关备案。出售犬类必须出具
畜牧部门核发的动物检疫证明和犬类免
疫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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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进社区

恶意透支信用卡
达到多少属数额较大？
近日，
“律师进社区”
栏目就信用卡管理相
关问题进行了解答，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
市民赵女士说：
“对恶意透支的行为要承担法
律责任，
我想咨询律师恶意透支信用卡达到多
少钱算是数额较大呢？”
解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恶意透支，
数额在五万
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
“数额较大”
；数额在五十
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
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
；数额在五
百万元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
六条规定的
“数额特别巨大”
。 时报记者 刘纯

社区律师
北塘街融创君澜社区

汇诚律师事务所

北塘街泰达御海社区

津滨正通律师事务所 李修磊 电话 13821038690

王建权 电话 18920132893

北塘街幸福城第一社区 敬科律师事务所

田 野 电话 15502282167

胡家园街佳顺苑

敬科律师事务所

韩 霜 电话 13920790734

胡家园街光明里社区

敬科律师事务所

王 峰 电话 13212083480

理发伤到耳朵 谁赔偿？
说事儿热线：
66336097 微信：
13512463060
在某美发店做理发师的小崔：
昨天我接待
了一位客人，在我给他理发时，已经提醒他不
要动，
不要玩手机，
但是该客人根本不理会，
就
在他拿手机“讲”
语音微信的时候，
我的剪刀划
到了他的耳根，
但伤势并不严重。之后我已经
再三赔礼道歉，并免除了他此次理发的费用，
可他不依不饶，要求我赔偿医药费、就医交通
费 500 元以及赔偿金 1000 元。请问这样的情
况，
我是否应该对其作出赔偿呢？
说法：理发时会用到剪刀等利器，客人如
果乱动或者使用手机很可能受到伤害。该客
人在理发时不听理发师劝说使用手机最终导
致碰伤了耳朵，
其自身要承担一定责任。当然
理发师也可能在服务客人时由于操作不当伤
害到客人，
理发师自然也要承担相应责任。
该客人随口索要的500 元医药费和1000 元
赔偿金是没有根据的。具体应该赔偿多少，
一
般来说，医疗费和交通费都可凭票据一目了
然。如果该客人后续可能会产生医疗费用，
他
可以在费用发生后凭单据要求小崔进行相应的
赔偿，
或者要求就医的医院在诊断书上对后续
医疗费做个说明。而如果涉及到伤残赔偿金，
还需要由公检法机关的委托机构出具鉴定报
告，
才能确定赔偿金额。
时报记者 张玮

私藏子弹为辟邪？
日前，
在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
安检人员在
一名女性旅客的包里，
竟然发现了7枚子弹。经
询问调查，
这名旅客姓安，
最近和丈夫来大连办
事，
当时想乘火车返回黑龙江。他们的孩子1岁
多，
这些日子夜里经常哭闹，
他们和一位朋友提
起了这件事，
那位朋友给了她这几枚子弹。安某
说：
“他父亲以前当过兵，
说子弹可以辟邪，
他有几
枚子弹可以拿来放在孩子枕头底下。我没想到
私藏子弹是违法行为，
现在后悔不已。
”
（新华网）
法治滨海律师团：
子弹能辟邪是没有科学
根据的，
但携带子弹将会被处罚是有法律依据
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
非法携带
枪支、
弹药或者弩、
匕首等国家规定的管制器具
的，处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
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
非法携带枪支、
弹药或者弩、
匕首等国家规定的
管制器具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
处
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
款。旅客应当注意，
严禁携带铁路部门明令禁止
携带和限制携带的危险品进站上车，
自觉遵守法
律法规，
维护社会秩序。
时报记者 刘纯
法治问答

扫黑除恶督导工作
的重点是什么？
《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方案》
指出，督导工作主要围绕以下 6 个重点开展：
一是围绕政治站位，
重点督导党委和政府贯彻
落实中央有关重要指示和中央决策部署情况，
贯彻落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总体要求和实
施步骤情况，专项斗争第一责任人、直接责任
人切实履行扫黑除恶重大政治责任情况。二
是围绕依法严惩，
重点督导扫黑、
除恶、
治乱的成
效，
特别是发动群众情况，
严守法律政策界限，
严
格依法办案，
确保涉黑涉恶问题得到根本遏制情
况。三是围绕综合治理，
重点督导各部门齐抓共
管，
相关监管部门对重点行业、
重点领域加强日
常监管，
形成强大合力、
整治突出问题情况。四
是围绕深挖彻查，
重点督导把扫黑除恶与反腐
败斗争和基层“拍蝇”
结合起来，
治理党员干部
涉黑涉恶问题，
深挖黑恶势力背后“保护伞”
情
况。五是围绕组织建设，
重点督导整顿软弱涣
散基层党组织，
严防黑恶势力侵蚀基层政权，
为
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情
况。六是围绕组织领导，重点督导各级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充分发挥职能
作用，
加大统筹力度，
层层压实责任，
推动解决
经费保障、
技术装备、
专业队伍建设等重要问题
情况。
时报记者 刘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