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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老人自行外出溺亡，医院有责任吗
法院二审驳回家属全部诉讼请求：不合理拔高医疗机构注意义务可能损害更多患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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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29日讯 邵阳一家
龙虾馆因装修需要断电， 没想
到断电以后竟然是隔壁茶庄停
电了， 他们这才发现两家电表
在几年前接线接错了， 而几年
里， 龙虾店多缴了6万元的电
费。这多缴的电费该找哪里要？
茶庄不肯给， 供电公司说不是
他们装错的，没有责任。龙虾馆
老板把供电公司起诉到法院，
索要多缴的6万元。近日，邵阳
市大祥区人民法院宣判该案，
法院判决供电公司须退还多缴
电费。 供电公司产生的损失可
以另行起诉维权。

电表搭错电线
两店铺无奈换卡缴电费

2010年， 陈某租下邵阳市
大祥区一处门面做生意，2018
年，她想把店改成龙虾馆，装修
的时候断电， 没想到隔壁茶庄
却停电了。 他们马上报告给当
地的供电公司， 工作人员对两
家的电表进行了现场勘察，电表
对应的建档用户没有错，而电表
的电线却在2013年1月被搭错
了。电线搭错后，两家店铺缴纳
的电费都是为对方在缴费，龙虾
馆一共缴了9万多元， 茶庄则只
有3万多元， 龙虾馆多缴了6万
元，而茶庄少缴了6万元。

其后，问题迟迟没有解决，
两家店私下协商把电卡互换之
后交换缴费。

此后， 供电公司出具了盖
了章的情况说明，称2013年1月
到2018年3月，两家店存在错缴
电费情况， 供电公司并无建档

错误问题， 产生原因为表后接
线问题， 而电表属客户产权范
围，不在供电公司管理范围。

怎样才能拿回多缴的6万
元，陈某找到茶庄，协商无果；
找到供电公司，对方称，自己并
无过错，要她自己去找茶庄要。

法院支持原告诉求
判供电公司返还6万电费

今年5月，陈某把供电公司
起诉到邵阳市大祥区人民法
院， 请求法院判决供电公司退
还多缴的6万元电费。

供电公司在法庭辩称，陈
某应该找茶庄要求返还多缴的
电费， 并且他们两家错缴电费
是自身原因导致， 供电公司没
有返还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是
一起供用电合同纠纷。 陈某多
缴纳6万元给供电公司的事实
清楚，证据充分，且经供电公司
查勘后正式下文予以确认，因
此， 陈某要求供电公司返还多
缴纳的电费6万元，符合合同的
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 理由成
立，法院予以支持。供电公司辩
称的部分理由， 因与法院查明
的事实不符， 也不符合合同的
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 法院不
予采信， 供电公司因退还陈某
多缴纳的电费而减少的收入，
同样有权利和责任予以追回，
可以依法另案诉讼主张自己的
权利。

据此， 法院判决供电公司
返还陈某多缴纳的电费6万元。

■记者 虢灿

近日， 郴州市北湖区祥通速
递有限公司消防设施设置不符合
标准， 北湖区消防救援大队消防
监督检查人员依法下发《责令限
期改正通知书》，并对其处以人民
币5000元的罚款。

前期， 北湖区消防救援大队
监督检查人员在开展物流仓储企
业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时， 对北湖区祥通速递有限公司
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发现该场所
部分电器线路未套管敷设， 电动
车违规在室内停放充电， 安全出
口上锁且未设置安全出口标志，
室内消火栓设置不符合规定，且
部分消防水带破损等火灾隐患和
违法行为。 针对现场检查发现的
问题， 大队监督员当场提出整改
指导意见，并下发了《责令限期改
正通知书》，要求单位负责人在规
定时间内整改完毕， 及时消除火
灾隐患。 同时对该场所存在的违
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对该单位
室内消火栓设置不符合规定、安
全出口未设置安全出口标志的违
法行为处以罚款人民币5000元
整的处罚。

下一步， 消防部门将持续围
绕物流仓储企业场所消防安全专
项整治行动对全区物流仓储场所
进行检查整治， 改善物流仓储企
业消防安全条件，落实主体责任，
消除用火用电隐患， 最大限度预
防和遏制火灾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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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表搭错线，给邻铺缴了6万元电费找谁要
法院：这起供用电合同纠纷事实清楚，判供电公司返还6万元

因消防设施设置不符标准
郴州北湖一快递点被处罚

本报8月29日讯 家里老人心脏不舒服住院治疗，医
生叮嘱需要家属24小时陪护，病人离开医院要请假。老人
自己走出医院，被发现溺亡在附近河道。子女认为医院看
管不力，把医院起诉到法院索赔21万多元。一审法院部分
支持了家属的请求，判赔5万多元。今日，记者从株洲中院
获悉，二审改判，驳回了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不合理地拔高医疗机构的注意义务，可能
导致医疗机构在诊治其他患者时瞻前顾后，以求自保而损
害广大患者的利益。 ■记者 虢灿

法官介绍，本案的争议焦点
是医院对王娭毑溺水死亡结果
是否有因果关系，是否承担损害
赔偿责任。

王娭毑住院前，医院对她本
人及家属都进行了谈话，告知住
院期间需家属24小时陪护以及
外出请假制度及责任等。但家属
没有按院方告知和提醒做好陪
护工作，疏忽大意，以致悲剧发
生。医院在疫情期间对进出人员
进行管理， 是疫情防控的需要，
而不是对住院人员外出进行管
控。王娭毑居住的病房属于普通
开放性病房， 病人可以自主活
动。王娭毑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 有独立的完全的人格权，具
有判断能力，能够辨别自己的行
为所导致的后果，应该对自己的

行为负责。且死亡的原因系下河
溺水身亡，是其对自己生命健康
权的放弃，并非医院诊疗护理中
的过错所致，没有因果关系。

法官认为，不论是法院还是
当事人各方， 在审视悲剧时，均
应持中立、理性的立场，不应唯
结果论、唯死者重。如不合理地
拔高医疗机构的注意义务，以悲
剧的发生反向推断评价院方“再
注意一点就能防范”， 简单粗暴
地认定“既然悲剧发生了就说明
院方未尽安全防范义务”， 不仅
有损案件公平正义，更可能导致
医疗机构在诊治其他患者时瞻
前顾后，以求自保而损害广大患
者的利益。

因此，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
决，驳回了家属的诉讼请求。

株洲的王娭毑年过七旬，
育有五名子女。2020年6月，她
因为心脏不舒服住院治疗，医
生根据医院制度， 对其和家属
进行了入院谈话， 发放了住院
病人告知书、 住院患者外出责
任书等，叮嘱患者家属，住院期
间需家属24小时陪护以及外出
请假制度及责任等。

住院两天后， 当天早上7
点， 护士来病房给王娭毑例行
测量血压，7:20发药时，却发现
老人没在病房。 同房病友说：
“去吃早饭了。” 半个小时后，
护士再次查房，王娭毑仍然不
在。8:10，护士再次来查看，仍
没看到人。此时，王娭毑的家属
也称找不到人，开始寻人。监控
记录显示，当天7:23，王娭毑出
现在医院大门，8:11到了附近
沿江风光带，8:20溺水……经
刑侦民警进行尸检， 排除他杀

的可能。
不幸发生后， 王娭毑的子

女找到医院， 认为医院没有看
管好患者， 两次查房没看到患
者未引起重视， 老人带着患者
手环出医院大门也没人阻止。
老人家属起诉到法院， 要求医
院承担老人死亡造成损失的四
成责任，即21万元。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 医院
发现王娭毑不在病房至她下河
溺水间隔近一小时， 如果医院
发现异常时能够及时联系家属
进行寻找，或许不幸不会发生。
医院作为医疗机构， 有对患者
进行基本的看护或协助配合患
者家属进行看护的责任， 一审
判决医院赔偿家属5万多元。

医院方不服， 上诉到株洲
中院。 近日， 株洲中院二审宣
判，撤销了一审判决，驳回王娭
毑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 不合理拔高医疗机构注意义务有损公平正义

不幸 住院病人自行走出医院溺亡

注意义务是医疗过程中的一种法定义务， 是确保医
疗行为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之一。如，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
须以救死扶伤为目的；医方应当按照约定的内容，提供服
务，保证服务质量；主治医师在医疗行为实施之前，有极
尽说明的义务；医师应当根据患者的病情实施治疗方案，
并应征得患方的意见。 但是患者处于生命垂危、 昏迷不
醒，且家属或其代理人不在，医师在无患者或其代理人同
意的情况下，亦得进行必要的抢救行为等。

医疗机构注意义务

8月29日，省森林植物园的百亩硫华菊开得正艳，吸引众多市民在花丛中游玩。硫华
菊又名黄秋英、黄波斯菊，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地是大洋彼岸的墨西哥，颜色多为黄、金
黄、橙色等。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彭玮 摄影报道

百亩菊花
花正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