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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鱼死死水水臭臭，，养养鱼鱼户户把把养养鸡鸡户户告告了了
原告怀疑是养鸡户排污所致，因未完成初步举证责任结果败诉

长岛社区矫正中心
建成使用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苑菲
菲 通讯员 鲍乐欣 ) 日前，长
岛县社区矫正中心建成使用。该中
心办公面积60余平方米，集报到登
记、信息监控、入(解)矫宣告、心理
咨询、检察警务、档案管理等多种
功能于一体，基本满足了社区矫正
工作的需要。

该中心建成投入使用后，除了
可以完成日常的社区矫正管理工
作外，还具备以下功能：一是接受
裁判机关的委托，开展统一审(裁)

前调查评估；二是接受矫正对象的
入(解)矫登记；三是对矫正对象实
施手机定位监管；四是指导各司法
所开展心理矫正工作，通过个别咨
询、心理辅导，对有需求的社区服
刑人员提供专业的健康教育、心理
疏导及危机干预；五是对违法犯罪
矫正对象开展训诫谈话、警告以及
收监等执法工作。

最信赖的医疗机构

由您来评选

“2014——— 烟台医疗行业年度
风云榜评选”活动自12月9日启动
以来，众多读者通过本报公布的评
选热线、网站以及短信，纷纷为自
己心中最值得信赖的医疗机构投
上一票。目前，从投票情况来看，最
值得信赖的医疗机构选票多集中
在烟台毓璜顶医院、烟台山医院、
梁大夫整形美容外科、三有医疗美
容门诊及烟台送子鸟医院。

记者回访投票市民了解到，这
些医疗美容机构之所以受到青睐，
是因为它们的正规化、专业性以及
周到的服务。

“美的使者”梁忠军

梁大夫整形美容外科一直以
来都以严谨行医、苛求完美、尊贵
时尚著称，也是烟台最权威的医疗
整形美容机构之一，位于芝罘区环
山路32号。

梁大夫整形美容外科负责人
梁忠军主任，曾任山东省医科院附
属医院整形再造外科主任，2003年
留学韩国，专业从事整形美容工作
近20年。2007年他先后为一等功英
雄“钢铁战士”葛新峰、“换脸女孩”
李永春免费做了烧伤整形手术，让
他们的人生再次有了希望。中央电
视台、山东卫视、江苏卫视等国内
二十多家大型媒体相继报道，梁忠
军被广大的爱美人士誉为“美的使
者”。

最专业的美容整形团队

梁大夫整形美容外科是一所
由国家卫生部门注册的专业医疗
整形机构，顾客口碑响彻全国，并
有多位韩国整形博士坐镇。其中金
泳洙教授是韩国汉阳大学医学院
教授、韩国整形美容学会主任委
员，曾为中、日、韩等多国当红明星
做美容手术，被誉为韩国国宝级整
形大师。现为梁大夫整形美容外科
名誉专家，并定期来港城实施手
术。

还有咸炯宅博士，是韩国江南
Mac整形医院副院长、大韩美容外
科学会会员，专注于激光美容，治
疗各种皮肤瑕疵，尤其对难以去除
的彩色纹身有独到的治疗技术。

如何看待市场竞争

梁主任：随着时代的进步，美
容行业的宣传也是多种多样，但妙
语连珠不如重诺守信。并不是每位
消费者都需要整形的，能不做的，
我都会建议她们不要做，医生就是
把最适合的方案告诉消费者，而不
是诱导他们做一些没必要的项目，
这就是医德，这也是消费者信任我
们的原因。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苑菲菲 ) 自己承包的水库里
的鱼死了，李某怀疑是上游养
鸡大棚排鸡粪和污水造成的，
便将个体养鸡户告上了法庭。
但因为李某没有完成初步举证
责任，一审和二审李某均败诉。

牟平的李某在村里承包了
一处水库养鱼，2011年8月份，水
库里的鲢鱼全部死亡，而且水面

浑浊、水质发臭。在水库上游，有
俩养鸡大棚，李某认为这水质发
臭是养鸡大棚的鸡粪和污水排
放到水库造成的，便委托了专业
机构来检测水质，发现里面溶解
氧检测值超过了国家标准。

于是，李某把上游的两个
个体养鸡户都告上了法庭，要
求两人互负连带责任，共同赔
偿他经济损失10万元。而俩被

告则辩称，李某没证据证明他
们排污了，也没证据证明鱼死
了跟他们的养鸡大棚有关系。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两个
被告虽然有向李某水库地排放
鸡粪污水的行为，但排入多少
污水、鸡粪是不是会让鱼死亡
这些都没有充分证据，最终判
李某败诉。

二审法院认为，虽然李某提

供了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但这
个报告中溶解氧不达标的原因
是不是俩被告造成的，不能证
明。李某提出，该案适用举证责
任倒置原则，让俩被告举证，但
李某首先得完成初步举证责任，
否则不能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
原则，因此驳回了李某的上诉。

李某提出再审请求，日前
也被法院驳回。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苑菲菲) 招远的孙某沿着村
里的水泥路跑步，李某从顺向
开来一辆三轮车，结果孙某倒
地后发生了纠纷。孙某说是李
某撞了他，李某辩称孙某是自
己摔倒的。最终，因不能对孙
某提出的诉讼请求提供证据
加以证明，负责举证的李某承
担不利后果，官司败诉了。

孙某称，2012年10月份一
天傍晚，他沿着村里的水泥路

从南往北跑，结果李某开着三
轮车从后面超过了他，向西拐
弯时把他给撞了，导致他右肩
部骨折，花了1万多元的医疗
费。而李某辩称，当时他的确
开着三轮车超过了孙某，可是
向西拐弯时是孙某自己摔倒
的，和他没关系。

法院审理查明，当天的情
况两人有着不一样的陈述。孙
某说他被撞倒后李某把他扶
起来了，两人当天都没报警，

后来过了好几天孙某的祖父
才向交警报警的。在交警事后
的笔录中，也有几个证人证明
说，看见李某的电动三轮车把
孙某撞倒了。

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
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
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
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
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
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
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

人承担不利后果。因为双方都
没在当时报案和保护现场，交
警没法确定责任，所以说原、
被告负事故的同等责任为宜。

原告孙某对自己提出的
主张，提供了证据加以证明，
而辩称没有撞倒孙某的李某
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对方是自
己摔倒的，因此要承担无法举
证的后果。最终，法院判李某
承担孙某各项经济损失17000

多元。

民民事事诉诉讼讼中中的的举举证证责责任任问问题题知知多多少少
本报律师团为您一一解析

本报记者 苑菲菲

在民事诉讼案件中，法院经常会提到某某负有举证责任，无法举证要承担举证不
能的不利后果；或者该案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等说法。那么，什么情况下谁主张谁举
证？什么情况下举证责任倒置？什么情况下当事人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期
说法，本报律师团成员为读者详细解析。

山东中亚顺正律师事务所徐永强：

八类民事诉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徐永强表示，举证责任
倒置是指对一方当事人 (一
般是原告 )提出的权利主张
由否定其主张成立或否定其
部分事实构成要件的对方当
事人(一般是被告)承担举证
责任的一种证明责任的分配
形式。

在民事诉讼案中，因新
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
起的专利侵权诉讼；高度危
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
讼；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
赔偿诉讼；因建筑物或其他
设施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
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

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饲
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
讼；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
侵权诉讼；因共同危险行为
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因医
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等
八类案件都适用举证责任
倒置。

邹积武表示，一般来说，
在民事诉讼案件中，因为原告
要先提供相应的证据，所以如
果提供不出来，就应由原告来
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
上述孙某和李某的车祸纠纷
案例中，因为孙某能够找到证
人，也能找到交警的笔录来证
明自己的观点，所以就该由被
告来提供证据证明不同于原
告的观点。被告无法提供证
据，便需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
利后果。邹积武表示，这起人
身伤害案件并不算是举证责

任倒置。
一般举证责任倒

置是有些特定案件原告
无法收集相应的证据，法院
为了公平起见，才让被告来
负责举证。比如小孩子在幼
儿园受到伤害的案件，本来
应该由小孩一方来承担举证
责任，但因为受伤的人年龄
太小，所以举证责任就需要
倒置，由幼儿园来举证，证明
园方尽到了看护和监管的义
务，如果证明不了，就要承担
不利后果。

李修渤表示，谁在什么
情况下承担举证责任的问
题，牵涉到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比如在合同纠纷案中，
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

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
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
任。

而 法 律 没 有 具 体 规
定、依照最高法关于民事
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及其

他司法解释也没办法确定
由谁承担举证责任时，法
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
信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
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
的承担。

律师圆桌谈

车祸纠纷，被告因举证不能而败诉

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付磊：

举证责任倒置不意味被告提供所有证据

山东广耀律师事务所邹积武：

举证责任倒置具有特殊性

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李修渤：

法律没规定的，由法院决定谁举证

付磊说，谁主张谁举证
是一个基本原则，多数民事
诉讼案件都适用这一原则，
由原告来提供相应的证据，
先举证。而高空坠物、环境污
染等案件则适用举证责任倒
置原则，但这不意味着所有
证据都要被告来提供，比如
高空坠物案件中，原告必须

先提供证据证明高空坠
物属于该栋楼房，证

明坠物给其造成
了 事 实 上 的

伤害或损
失，然

后由被告也就是楼上的居民
提供证据证明坠物不属于自
己。

上述水库鱼死案也适用
于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比如
李某要提供鱼死亡的事实证
据、上游两个养鸡大棚向水
库排放鸡粪和污水的证据，
以及鱼死亡的原因，只要提
供了这三种事实上的证据，
那么就应该由养鸡大棚的主
人来承担举证责任。但案例
中李某提供不出鱼死亡的原
因这一重要证据，所以才导
致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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