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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岁孩子可以“打酱油”吗
民法总则草案7大看点：� � � �6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总则（草案）》提交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草案分11章， 分别是基本原
则、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民
事权利、民事法律行为、代理、民
事责任、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期
间的计算、附则，共186条。

作为民法典编纂工作的奠基
引路之举，民法总则草案审议受到
各界高度关注。草案中有哪些看点？

� � � � 此次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对胎儿的利益
提出了明确的保护原则。草案规定：涉及遗产
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的保护，胎儿视为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出生时未存活
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我国现行的继承法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
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 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
留的份额按法定继承办理。这个被称为“特留份
制度”的规定，就已经体现了对胎儿权益的保护。
随着时代的发展，胎儿利益的保护不仅限于个别
情形，应该提出更全面的保护规定。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法律文明发展程度怎
样，关键看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程度如何，是否真
正贯彻了以人为本的立法理念。胎儿无法独立保
护自己的利益， 如果法律能够对其进行保护，就
更能体现法律文明的发展程度。”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教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秘书长王轶说。

胎儿

� � � �打酱油，简单而常见的民事行为。那么，多
大的孩子去打酱油，其行为才能得到法律的认
可和保护？

草案将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最低年
龄从十周岁下调至六周岁， 规定：六周岁以上不
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 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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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轶认为，民法典编纂既要强调尊重成年
人的决定自由， 也要兼顾尊重未成年人的天
性。这就要在降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
标准上有所体现。随着现代生活水平和教育水
平的提高，现在六周岁小孩儿所知道的东西远
远多于以前同龄孩子的认知， 这样的调整，有
利于更好地保护这些儿童的利益。

� � � �未成年人、植物人、精神病人、老年痴呆
患者，当他们需要参与社会活动或者权益需
要维护时，谁可以替他们做主？答案是他们
的监护人。

监护人到底该如何确定？他们应当承担哪
些职责？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被监护人？围绕
这些问题，草案给出了较为全面的规范。

“这次修改的一大亮点就是扩大了监护
制度所保护的对象范围， 这将充分发挥监护

制度的功能。”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世刚
介绍， 现行民法通则仅针对未成年人和精神
病人设置了监护制度，欠缺老年人监护制度。
而依据这次修改， 精神病人以外的其他成年
人在出现民事行为能力欠缺的情况下也可以
成为监护的对象。不仅如此，成年人如果担心
自己将来无法正常参与社会交易或生活，还
可以预先选任好监护人，防患未然。

他认为，这次修改还强调了被监护人利益
最大化原则，并体现在草案的很多地方。例如，
关于监护人的确立以及监护人履行职责，草案
要求应当根据“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确
立监护人，强调要“尊重被监护人的意愿”。

� � � �我国现行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
关法人等。然而，社会组织的形态发生很大变化，
现行法律已经很难完全纳入， 需要从法律上作出
调整。对此，草案将法人进行了新的划分，即“营利
性法人”和“非营利性法人”。

草案明确，以取得利润并分配给其股东或
者其他出资人等成员为目的成立的法人，为营
利性法人。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成
立的法人，为非营利性法人。非营利性法人不
得向其成员或者设立人分配利润。

“这是按照法人设立目的和功能的不同作出
的新分类，与民法通则相比进步是很大的。”中国
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
学会民法典起草领导小组成员李永军说， 新的分
类更加适应我国国情， 有利于加强对这类组织的
引导和规范，促进社会治理创新。

� � � �信息社会中， 大数据正在改变我们的生
活。对于各类数据信息以及“QQ币”、网游装
备等网络虚拟财产，应当如何确定其权属，以
及如何保护，显得重要而迫切。

草案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
同时列举了作品、专利、商标等9种客体，其中
就包括“数据信息”。

“这个规定是民法总则草案中的突出亮
点， 使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将在世界范围内引领大数据时代民法变革的
发展方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人民大
学教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杨立新高度
评价。

草案还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物权，并
明确法律规定具体权利或者网络虚拟财产作
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

� � � �近些年， 因见义勇却惹上纠纷的事情并不
少见。草案规定：为保护他人民事权益而使自己
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受益人可以给
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
承担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
适当补偿。

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
长尹田认为，这是对以往相关法律规定的一种
突破。“可以”并不是强制性的义务，是任性的
规定，是道德上的鼓励。很多见义勇为者所受
的是人身伤害，人身伤害是很难完全用金钱补
偿的，得了好处的人对见义勇为者酌情进行补
偿，体现出法律提倡对见义勇为者进行奖励的
道德导向。

再次，“可以”还可以理解为，不管见义勇
为者受损害的责任是否已被侵权人承担，只
要受益人自愿给见义勇为者补偿了， 就不能
反悔再要回去。

（据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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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连续4次亚军
梅西老是“触霉头”

这“锅”，哥不背了
据新华社华盛顿６月２６日电 阿根廷队在26日进行的足

球美洲杯决赛中，经过点球大战以2比4再次负于智利队，连
续两届获得亚军。赛后，失望之情溢于言表的队长梅西表示，
他将会从国家队退役。

作为世界级巨星的梅西在代表阿根廷出战的113场比
赛中共打入55个进球，他同时还是阿根廷队的队长。不过在
决赛中，罚丢了点球导致阿根廷队最终失利的结果无疑让他
难以接受。他赛后接受电视采访时说：“国家队的生涯对我来
说已经结束了。这已经是第4次决赛了。我努力了。这是我最
想得到的东西，但是我拿不到，所以我觉得都结束了。”

阿根廷队在2007年美洲杯决赛中负于巴西队， 在2014
年世界杯决赛中输给了德国， 在2015年美洲杯决赛中又不
敌智利队，连续四次亚军，梅西都参与其中。

很多阿根廷球迷质疑梅西无法给球队带来冠军。
不过，也有人认为梅西说的只不过是气话。阿根廷队接

下来的比赛将是2018年世界杯预选赛。 作为世界排名第一
的阿根廷队，目前仍然是世界杯夺冠的热门球队。

� � � � 进入淘汰赛的欧洲杯开始显露残酷
性。 6月27日展开的两场强弱对话， 外界
期待的黑马、 意外没有出现， 德国3比0轻
取斯洛伐克， 比利时4比0大胜匈牙利.

实力为王
强队赢得没话说

或许是法国2比1惊险取胜爱尔兰， 给
德国队和比利时队敲响了警钟， 两支劲旅
登上球场后， 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三下五
除二将斯洛伐克队和匈牙利队踢出淘汰
赛。 来到淘汰赛， 实力为王， 德国队和比
利时队的赢球令人心服口服。

面对前不久热身击败过自己的斯洛伐
克队， 德国队赛前就谨小慎微， 主帅勒夫
多次表示非常重视对手。 来到比赛， 德国
队拿出了踢决赛的劲， 斯洛伐克队可遭了
殃。 开赛仅第7分钟， 博阿滕就远射破门。
此后， 被迫压上的斯洛伐克队频现漏洞，
比赛也成为德国队的独角戏。

一场大胜， 成就了德国小将德拉克斯
勒， 他在比赛中频频突破， 又上演一传一
射， 是比赛的最大明星。

比利时队的胜利也是实力碾压。 本届
欧洲杯， 匈牙利队表现上佳， 本场比赛也
是毫不客气和比利时队打起对攻。 但不比
不知道， 一比吓一跳。 比利时队阿扎尔、
德布劳内等球星的出色发挥证明， 他们的
高身价可不是吹出来的， 是扎扎实实踢出
来的。

实事求是而言， 斯洛伐克队和匈牙利
队踢得也不差， 怪就怪在对手实力太强。

12年轮回
黑马还有机会吗

小组赛尘埃落定时， 由于上半区整体
实力偏弱， 下半区强队扎堆， 外界开始遐
想： 本届欧洲杯很有可能诞生黑马。

欧洲杯历史上， 黑马夺冠次数不少。
近20年， 就有两支平民球队登上最高领奖
台。 分别是1992年的丹麦队， 2004年的
希腊队。 因此， 有关12年一轮回， 本届欧

洲杯极有可能上演黑马传奇的说法甚嚣尘
上。

就目前来说， 小组赛中的确上演了几
场弱队逼平或者战胜强队的好戏， 但进入
一场定胜负的淘汰赛， 随着强队纷纷打起
精神， 弱队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斯洛
伐克队和匈牙利队被“暴揍” 就是赤裸裸
的例子。

截至目前， 上半区的波兰队最具黑马
潜质。 一方面波兰队一直没发挥出最佳实
力， 球队核心莱万多夫斯基状态一般， 运
动战至今还没开张， 其8强对手葡萄牙队
也相对威胁不足。

威尔士队和冰岛队则比较困难。 威尔
士队接下来要和状态越来越好的比利时队
对阵， 贝尔固然很牛， 毕竟双拳难敌四
手。 下半区的冰岛队或许能爆冷淘汰英格
兰队， 但最终想在法国队、 德国队等豪强
的包围下冲出重围， 完全是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

一个3比0 一个4比0

股民叩问
意西会战
时间：6月27日17∶00
地点：本报体育组

甲：意大利队，西班牙队，哪队教练
头脑冷静，擅长“操盘”、“坐庄”？

乙：嗯……都冷静。
甲：谁更坚韧、冷血？
乙：西队。
甲：两个队，欧洲杯历史上谁是更牛

的“绩优股”？
乙：西班牙。
甲：两国联赛，谁的“10大流通股东”

（引入球星）更牛？
乙：西班牙。
甲：投资攻略有了：重仓买入“西班

牙股”。论基本面、技术素养，两队“多空
势均力敌”；论牛股基因，论庄家，优势在
西队。

乙：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据此
操作，后果自负。 湖南日报记者 聂廷芳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特留份制度”规定
体现对胎儿权益保护1111111111111111111

六岁孩子可以“打酱油”2222222222222222222
防患未然，成年人可预先
选任好监护人3333333333333333333

法人将分“营利性法人”
和“非营利性法人”4444444444444444444

� � � �社会组织既非自然人，也没有法人资格，但
是以各自名义开展各类社会活动， 对其应当如
何定义？根据草案，它们叫做“非法人组织”。草案
明确，非法人组织是不具有法人资格，但是依法
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组织。

同时，草案也对“非法人组织”进行了列举，
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营利性法人或者
非营利性法人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等。

“非法人组织这个概念，我国法律中一直就
有，但叫法不一，如其他组织、非法人单位等。”李
永军说。“当前，非法人组织在社会生活中大量存
在，从今后出台民法典的角度来考虑，统称为非
法人组织，是为了更加适应社会管理需要，有利
于这些组织开展民事活动。”

李永军表示， 非法人组织介于自然人和
法人之间，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
力， 因此草案从对其大的方面予以规范；同
时，因非法人组织种类繁多，草案的规定方式
更具可行性和操作性。

非法人组织不具有法人资格，
但可依法从事民事活动5555555555555555555

网络虚拟财产将受法律保护6666666666666666666

见义勇为者受到损害
或将获受益人适当补偿777777777777777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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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172 7 6 0
排列 5 16172 7 6 0 8 9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6074 01 05 07 11 14 03+0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0

0
下期奖池：3253621821.79（元）

0 0

00

� � � 6月26日， 2016年美洲杯决赛在美国举行， 阿根廷队与
智利队在120分钟内0比0战平， 阿根廷队在点球大战中以2
比4不敌智利队， 获得亚军。 图为梅西罚失点球后神情沮
丧。 新华社发

新华社发

说 法

� � � � 比利时队球员阿扎
尔 （右一） 在比赛中庆
祝进球。 新华社发

� � � �北京时间6月28日凌晨，西班牙队0
比2不敌意大利队， 无缘欧洲杯8强。图
为拉莫斯（左）与弗洛伦齐在比赛中争
顶。 新华社发

西班牙出局

德比“发功” 斯匈“重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