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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法治

遛狗不牵绳致老人摔伤

狗主人被判赔30万余元

法官释法

采写：本报记者 马 涛
通讯员 苏倩雯

张梦颖
欧绍强

珠海一位老人散步时
突遭大型犬追扑，不幸摔成
九级伤残。近日，香洲区人
民法院对这一起遛狗不牵
绳致人损害责任纠纷作出
裁决：狗主人吴先生向受伤
老人段阿姨赔偿医疗费、护
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精
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
共计30万余元。

2020年 1月29日早上
7时，段阿姨经过香洲区某
篮球场附近人行道时，突然
遭两只大型犬追扑，致使其摔
倒受伤。段阿姨当即打电话
联系其儿子到场，并在狗主
人吴先生陪同下前往医院检
查。经诊断须住院治疗，段
阿姨住院 19天，其间接受

“左侧全髋关节置换术”，出
院诊断为左股骨颈骨折，6个
月内不能过度屈髋、内收内
旋动作等。段阿姨花费了住
院医疗费近8万元。其间，吴
先生为其垫付住院押金2000
元，支付检查费500元，并通
过微信转账支付了 31000
元。之后，双方多次协商赔偿
费用未果，无奈之下，段阿姨
将吴先生告上法院。

诉讼过程中，香洲法院
依法委托司法鉴定所对段
阿姨伤残等级进行评定。
鉴定结论显示，段阿姨因意
外致左股骨胫骨骨折行关
节假体置换手术治疗，构成
九级伤残。

庭审中，段阿姨称从
2018年起跟随儿子一家居
住在香洲区，由儿子赡养。
儿子现在某公司工作，段阿
姨平时在家带孙子孙女。
事发后，自己生活无法自
理，儿媳只能辞去工作在家

照看小孩。出院3个月后，
自己曾回医院复查，医嘱称
左髋关节置换术后，如长期
使用磨损严重，功能受限，
则需再次手术置换，费用比
照髋关节翻修手术。

吴先生承认，涉案两只
大型犬由其饲养，分别为拉
布拉多和边境牧羊犬。犬
只未办理养犬登记，由自己
为犬只注射疫苗。事发当
天，他委托同事帮忙遛狗，
两条犬均未拴狗绳。

香洲法院经审理后认
为，段阿姨在正常行走时，
被涉案两只大型犬追扑，导
致倒地受伤的事实，双方当
事人均无异议，应予认定。
事发时吴先生委托其同事
到公共场所遛狗，但没有为
犬只佩戴牵引绳，两只大型
犬未受约束，对正常行走的
段阿姨进行追扑，导致其倒

地受伤。吴先生作为动物
饲养人和管理人，在委托他
人遛狗期间未对动物采取
安全措施，导致饲养的动物
致人损害，应承担侵权赔偿
责任。段阿姨事发时是正常
行走，没有对涉案犬只进行
挑逗等不当行为，吴先生亦
未举证证明段阿姨对损害的
发生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故法院对吴先生辩称段
阿姨应承担部分责任的意
见不予采纳。

经核定，扣除吴先生前
期预付的费用，法院最终判
决吴先生向段阿姨赔偿医
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
助费、营养费、残疾辅助器
具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
慰金、残疾赔偿金等共计
308622 元。宣判后，双方
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已
发生法律效力。

本报讯（记者宋一诺 通讯
员沈进）近日，在横琴法院执行
人员的见证下，申请执行人周先
生与被执行人对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案件的执行签订了
和解协议，被执行人当场用现金
支付了赔款，这起涉民生执行案
件终获化解。

交通事故致伤残
赔偿金遭遇执行难

事情还要追溯到2016年8
月。被执行人驾驶的小轿车与
周先生驾驶的摩托车发生碰
撞，致周先生九级伤残，卧床治
疗数月。交警认定被执行人负
全责，周先生诉至横琴法院。法
院判决对方向周先生赔偿33.8
万余元。

判决生效后，周先生于
2018年 10月向横琴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在执行到位1.5万
元后，被执行人表示确有实际困
难，没有财产可供履行，打算通
过打工筹集赔款。

至此，案件陷入“执行不能”
的困境，横琴法院执行局下达了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执行裁
定。案件“终本”并不意味着终
止和放弃，而是为了让一线执行
人员从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
件中解脱出来，腾出时间和精力
办理其他被执行人有实际履行
能力的案件。

因案施策促和解
纷争终化解

案件虽然“终本”，但法律规
定只要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或者线索，“终本”案件随时可以
恢复强制执行。数年来，横琴法
院执行人员始终把关系到周先生
切身利益的赔款执行记在心上。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法院
执行人员与双方当事人数十次
电话沟通、多次现场约谈后，被
执行人近期表示，其通过打工筹
集到了一定数额的款项。随后，
法院执行人员积极与周先生沟
通，如实告知被执行人的实际困
难和执行工作进展，抓住时机引
导双方和解。通过设身处地的
释法明理，双方当事人最终到法
院达成和解协议，并当场交付了
约定款项，这起执行案件终于圆
满执结。

“真是太感谢了，多亏您促
成我们和解，帮助我解决了赔款
的执行问题，要不然我都感觉没
希望了。”拿到赔款的周先生激
动地向执行人员致谢。

横琴法院有关负责人介绍，
接下来，该院将继续强化民生保
障，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倾力解民
忧办实事，切实抓好涉民生案件
的执行工作，以“和”促执行，注重
矛盾化解，努力实现执行的法律
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7月
21日，记者从高栏港公安分局
获悉，近日，该分局通过智慧新
警务技术，成功查到一潜逃6年
的盗车贼踪迹，并于近日在河源
市把逃犯抓捕归案。

2015年，在金湾区平沙镇
平沙新城码头停车场发生一起货
车被盗案件，车主价值20万元的
货车被人盗走。案发后，高栏港
警方迅速展开侦查，先后找到了
倒卖和购买货车的相关人员调查
取证，成功为受害人追回了被盗
货车。但涉嫌盗窃车辆的郑某明
却踪迹全无，一直未能归案。

今年6月，高栏港警方借助
智慧新警务技术对该案再次梳
理时，发现了郑某明的行踪。办

案民警乘胜追击，连夜驱车赶往
河源市源南区某建筑工地开展
抓捕工作。在经历了400多公
里的长途奔袭和一整天的蹲守
后，逃亡6年之久的郑某明出现
在民警的视线里，民警果断出手
将其抓捕归案。经审讯，嫌疑人
郑某明（男，40岁，广东汕头人）
如实交代了其盗窃货车并转卖
的犯罪事实。原来，郑某明2015
年曾在平沙新城一带工作，其利
用当时被盗车辆所在停车场未
及时安装视频监控的漏洞，顺利

“得手”一辆货车并转卖。
目前，嫌疑人郑某明因涉嫌

盗窃车辆已被珠海高栏港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盗车贼潜逃6年终归案
高栏港警方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

本报讯（记者许晖）近
日，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
海关连续截获三起利用两地牌
客车超量携带酒类入境案，查
获白酒、红酒共计16瓶。

7月18日上午，司机梁
某驾驶一辆粤澳两地牌客车
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
进境，未向海关申报。现场
关员指引该车接受机检，机
检图像呈现异常，显示该车
的主、副驾驶间扶手箱内有
数瓶酒类物品。随后，关员
对可疑位置进行重点查验，

发现藏匿的“OPUS ONE”
牌高价红酒9瓶。当事人梁
某15日内多次进境，并承认
此次为他人有偿带酒。目
前，海关已按规定对其作进
一步处理。

为谋取利益，不少跨境
司机心存侥幸，利用车辆超
量携带酒类进境。此前的7
月17日，港珠澳大桥海关分
别在两辆粤澳两地牌客车上
查获藏匿的奔富牌红酒 5
瓶、超量携带的贵州茅台酒
2瓶。上述案件均已按规定

作进一步处理。
港珠澳大桥海关提醒，

个人携带、邮寄进出境的物
品，应当以自用、合理数量为
限。如携带的物品数量超出

“自用、合理数量”，应主动向
海关申报，按规定办理货物通
关手续，切勿抱有侥幸心理采
取暗格藏匿、特制物品夹藏、
人身绑藏、瞒报等特殊手段实
施走私行为。一旦发生上述
逃避海关监管情况，海关将依
法对走私物予以没收并按照
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港珠澳大桥海关连续查获
跨境司机超量携带酒类入境案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
于吴先生是否需要为段
阿姨被犬只惊吓而摔倒
受伤承担赔偿责任。吴
先生虽辩称涉案犬只未
与段阿姨接触，是她自
己受惊吓未注意路面状
况导致摔伤。但因犬只
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尤
其涉案犬只是大型犬，
段阿姨突遭两只大型犬
的追扑，产生惊吓和恐
惧而摔倒受伤，也属于
法律规定饲养动物造成
他人损害的范围。

《珠海经济特区养犬
管理条例》不仅明确规定
本市实行养犬登记制度，
还规定严格管理区（中心

城区、横琴新区）内，养犬人
携带犬只外出应当用犬绳
牵领犬只等。养犬人应当
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遵守
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不
得妨害他人生活，不得破
坏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

一般规则是，饲养的
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
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在责任构
成上不以行为人存在过错
为要件，动物的饲养人或
者管理人就要承担侵权责
任。例外情形是，如果能
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
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
责任。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

动物饲养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横琴法院唤醒“沉睡”案件

和解结案保障当事人权益

执行人员和申请执行人现场点验执行款项。 横琴法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