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监护人“失联”，民政兜底负责；使用维修资金表决门槛降低；高空抛物各方责任规则完善……

民法典草案七大看点回应百姓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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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此次疫情防控
工作，民法典草案作出了
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最新
修改：

进一步完善监护制
度，草案规定，因发生突发
事件等紧急情况， 监护人
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
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
照料状态的， 被监护人住
所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
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
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
时生活照料措施。

“实践中存在监护人
被隔离，导致被监护人缺
乏照料的状况。草案这一
修改非常必要。” 上海外
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黄绮委员说，监护制度的
完善可以有效加强对特
殊情况下被监护人的保

护，同时也需要基层组织等
及时履行职责，及时发现相
关情况并采取措施。

草案在征用组织、个人
的不动产或者动产的事由
中，增加了“疫情防控”。对
于疫情中物业服务企业和
业主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草
案增加规定物业服务企业
或者其他管理人应当执行
政府依法实施的应急处置
措施和其他管理措施，积极
配合开展相关工作，业主应
当依法予以配合。

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
高子程代表说，通过立法规
定物业服务企业在疫情等
特殊情况下开展应急处置
的责任，并明确业主的配合
义务，有助于物业开展相关
工作，维护小区居民的人身
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为减少“头脑发热”式
离婚， 草案规定了提交离
婚登记申请后三十日的离
婚冷静期，在此期间，任何
一方可以向登记机关撤回
离婚申请。

“设立离婚冷静期是
为了维护家庭关系的稳
定，与‘离婚自由’并不冲
突。”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经济法室一级巡视
员杨明仑表示，离婚冷静
期制度在许多国家都有
实施。这项制度适用于夫
妻双方协议离婚，不涉及
家庭暴力等适用诉讼离
婚的情况。

明明是无过错方，离
婚后却“人财两空”；离婚
后发现莫名其妙“被欠

债” ……草案对此类现象
说“不”，体现出保护家庭
成员合法权益的鲜明价值
导向。

草案吸收最高人民法
院司法解释规定， 明确夫
妻共同债务范围；将“有其
他重大过错” 增加规定为
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情
形； 增加规定婚姻无效或
者被撤销的， 无过错方有
权请求损害赔偿……

高子程表示， 设置离
婚损害赔偿“兜底”条款，
加大了对婚姻无过错方的
法律救济力度， 有利于引
导人们提高对婚姻家庭的
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并
为司法裁判提供更为明确
的制度保障。

草案明确隐私的定义。规定
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
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
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
皮剑龙委员认为，“私人生活安
宁”写入隐私权，不仅是文字上
的完善， 更延展充实了法律的
保护范围。“这意味着， 频发的
骚扰电话、短信、强制弹窗广告
等也可能被认定为侵犯隐私
权。”他说。

草案规定了性骚扰的认定
标准，以及机关、企业、学校等单
位防止和制止性骚扰的义务。

“草案针对性骚扰作出规
定，就是要通过立法来制裁侵害
行为、抚慰受害者心灵。明确企
业等单位的相关义务，是为了在
防止职场和校园性骚扰方面更
具针对性，也有助于第一时间保
留、掌握证据。”重庆静昇律师事
务所主任彭静委员说。

此外， 为规范与人体基因、
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
活动，草案明确了从事此类活动
应遵守的规则， 避免科学伦理
“不能承受之重”。

5月22日， 作为今年全
国两会重要内容，酝酿多年
的民法典草案提请十三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这
将是我国首部以法典命名
的法律。

被誉为“社会生活百科
全书”的民法典草案，由民法
总则与各分编草案“合体”而
来，包括总则编、物权编、合
同编、 人格权编、 婚姻家庭
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及附
则，共1200多个条文，覆盖
一个公民生老病死的全部生
活。民法典出台后，我国现行
的民法通则、 物权法等相关
法律将被替代。

作为新时代人民权利的
“宣言书”， 民法典草案充分
体现了时代特色。 对于住宅
建设用地使用权70年到期、
高空抛物坠物、性骚扰、手机
APP收集个人信息等社会热
点和百姓关切， 草案均进行
了直接回应。 尤为值得关注
的是， 草案还体现了对疫情
防控有针对性
的考量。

针对物业服务领域
的突出问题， 草案增加规
定物业服务合同， 为老百
姓解决物业纠纷提供法律
依据。

为了适应电子商务快
速发展以及百姓网购习惯
养成的需要， 草案完善了
电子合同订立规则。

“以立法形式，肯定电
子合同未来发展前景 。”
黄绮说，这保障了商事活
动中双方合同可以通过便
捷的电子合同方式订立，
减少了书面合同订立的繁
复性。

针对近年来各界反映强
烈的高利贷问题， 草案明确
规定禁止高利放贷。 对于很
多消费者都遭遇过的商家
“霸王条款”， 草案完善了格
式条款制度。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
当事双方平等。以前，我们更
多考虑的是形式平等。 随着
社会发展， 大家对合同本质
平等的要求越来越高。”西南
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王
煜宇委员表示， 草案对格式
条款制度的细化规定， 有利
于进一步加强对消费者权益
的保护。

疫情相关 1保护特殊情况下无人照料的“被监护人”
明确物业应急处置责任

草案物权编的一大亮
点，是增加规定“居住权”
这一新型用益物权， 明确
居住权原则上无偿设立，
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
定或者遗嘱，经登记占有、
使用他人的住宅， 以满足
其稳定的生活居住需要。

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德云代表对此表
示， 这一制度认可和保护
民事主体对住房保障的灵
活安排， 有助于为公租房
和老年人以房养老提供法
律保障。此外，在涉及房屋
的债务追溯、 银行拍卖等
时， 居住权的确立也有助
于解决现实问题。

此外， 对住宅建设用地
使用权70年到期怎么办、小
区业主维权难、 公共维修资
金常年“沉睡”等社会热点，
草案均有明确规定：

明确住宅建设用地使用
权期限届满的，自动续期；续
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
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办
理。明确地方政府有关部门、
居民委员会应当对设立业主
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给予
指导和协助； 适当降低业主
共同决定事项， 特别是使用
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维修资
金的表决门槛， 并增加规定
紧急情况下使用维修资金的
特别程序。

物权编 2明确居住权
破解业主维权与维修难题

合同编 3增加物业服务合同、完善电子合同
对高利贷和“霸王条款”说“不”

婚姻家庭编5

人格权编 4

设立离婚冷静期
明确夫妻共同债务

草案在继承编中对现
行继承法的多处修改，有
利于遗产得到妥善保管和
顺利分割，促进家庭和睦。

草案完善遗赠扶养协
议制度，适当扩大扶养人的
范围，明确继承人以外的组
织或者个人均可以成为扶
养人。增加了打印、录像等
新的遗嘱形式，增加规定对
继承人的宽恕制度，删除了
现行继承法关于公证遗嘱

效力优先的规定……
“现实中存在立遗嘱

人要改变遗嘱时， 却无法
到公证处订立新的公证遗
嘱的情况。”黄绮说，不再
规定公证遗嘱效力优先，
彰显法律充分尊重遗嘱人
的真实意愿。 新的遗嘱形
式让立遗嘱人的表达方式
尽可能不受客观条件限
制， 也是社会民事活动更
具活力的体现。

继承编 6 扩大遗赠扶养协议范围
增加新遗嘱形式

针对高空抛物坠物，
草案多管齐下： 明确禁止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针
对此类事件处理的主要困
难是行为人难以确定的问
题， 强调有关机关应当依
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
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
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
安全保障措施防止此类行
为的发生。

高子程表示，草案完善
了高空抛物坠物相关各方
的民事责任，既有利于受害
人索赔，也有利于督导相关
方自觉履行职责义务。

为更好保护被侵权人
的合法权益，草案还对“自
助行为” 制度作出了进一
步修改完善。草案规定，合
法权益受到侵害， 情况紧
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
关保护， 不立即采取措施
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

弥补的损害的， 受害人可
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
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
人的财物等合理措施，但
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
机关处理。

草案同时明确， 受害
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
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

“建立自助行为制度，
有利于公众在生活中遇到
各种突发情况时灵活处
置，维护自身权益，体现了
法律以人为本的宗旨。” 中
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
红兵委员认为， 维护自身
权益必须以不损害他人的
权益为前提， 草案吸收各
方面意见， 对这项制度增
加设置了必要条件， 引导
大家依法行使权利、 承担
义务， 防止这项制度被滥
用。 ■据新华社

侵权责任编7 破解高空抛物坠物难题
防止“自助行为”被滥用

加强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
关注性骚扰与基因科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