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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箱子损坏民航竟赔500元
以售价贵著称的德国品牌日默瓦
Rimowa 铝制行李箱，屡屡因托运时易被摔变
形而遭吐槽。在网上搜索一下“日默瓦+托运
损坏”，就会弹出网友控诉的很多案例，在乘
机托运时遭野蛮损坏、摔得面目全非的风波
不胜枚举。
更令这些消费者感到不满的是，价格昂
贵的行李托运遭损坏，通常很难获照价赔偿，
由于维权成本高、诉讼麻烦，最后大多不了了
之。
律师张起淮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民航
规定每公斤最高赔 100 元，这种做法有损旅客
的财产权益。
事件
日默瓦箱子摔瘪
只赔 500 元
近日，
微博网名 YangFanJame发文称，
去年
12 月 22 日 他 的 朋 友 从 北 京 乘 坐 海 南 航 空
HU7807飞往广州，
到达广州提取行李时发现日
默瓦行李箱被砸瘪，
已到全箱开裂无法关合、
箱
内物品掉出隐私暴露的程度。他的朋友在机场
投诉等待三小时未果后选择先行回酒店。
这位网友称，这个箱子是 8000 元购买的
日默瓦旅行箱，随着朋友远征各国好几年毫
无问题，却被国内的航司如此对待，投诉无门
在万不得已被掐灭了最后的希望的朋友不得
已才求助于网络。经过多次邮件、电话沟通
后，海南航空回复称：可以赔偿 500 元。
目前，这位网友的朋友已去日默瓦维修
点 检 查 ，诊 断 后 修 理 人 员 说 修 理 需 先 缴 纳
4000 元修理费，并且这个损坏程度无法保证
能修好。
调查
摔坏无法照价赔并非个例
在网上搜索“日默瓦+托运损坏”就会弹出网友控诉的
案例，在乘机托运时遭野蛮损坏、摔得面目全非的案例不
胜枚举。
2019 年有乘客发文，文姓旅客乘坐某航司北京-深圳
航班到达后发现日默瓦箱子已经撕裂、扭曲变形，根本无
维修复原可能。这位乘客说，整个铝合金框架全废，从表
面折痕看，应该受到三个不同方向力的冲击，可以想象当
时行李经历了暴力装卸。这个箱子是文姓乘客女儿花
8000 元购买的，某航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公司的行李
损坏赔付标准，最多只能赔偿 500 元。
2016 年，有网友吐槽，不管什么行李、箱子损坏，航空
公司都按照每公斤 100 元赔，以国内经济舱允许免费托运
20 公斤行李，那么最高上限就是 2000 元，多数情况行李箱
损坏只赔付个几百元。
2012 年 5 月，艺人陶喆和造型师从台北桃园机场出
发，到武汉参加活动，造型师带了一款银色 RIMOWA 行
李箱托运。到了武汉，行李箱从托运口出来，被压到严重
变形开口，多处出现凹坑。
陶喆的箱子在武汉机场被砸后，他把“烂箱子”的照片
传上微博。
“变形”的 RIMOWA 在微博上被转发了接近 1.5
万次。
释疑
不按照损坏价格赔偿是否合理？
不按照损坏价格赔偿是否合理
？
北京法学会航空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北
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主任张起淮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
国际航空运输中，出现旅客行李损坏时，索赔限额按照《蒙
特利尔公约》的规定约为 10000 元人民币，但是在国内航
空运输中，索赔限额按照《民航法》的规定约为每公斤 100
元。
问：
航空公司根据 2006 年修订的《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
赔偿责任限额规定》设置行李赔偿上限，
不按照损坏价格赔
偿是否合理？在英国按照《蒙特利尔公约》如果旅客的行李
损坏或丢失，
航空公司赔偿乘客上限已经上升到约 1150 英
镑的费用。中国的航空公司能否执行类似的赔偿标准？
答：一是，
《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
规定的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以下简称承运人）应当在下
列规定的赔偿责任限额内按照实际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但
是《民用航空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对旅客托运的行李和对
运输货物的赔偿责任限额，为每公斤人民币 100 元。
《国内
客规》中规定：
“托运行李的重量每件不能超过 50 公斤，体
积不能超过 40×60×100 厘米，超过上述规定的行李，须
事先征得承运人的同意才能托运。”按照一名旅客的托运
行李重量的上限 50 公斤计算，乘坐国内航班就最多只有
5000 元人民币的责任限额。实际上，以国内经济舱允许
免费托运 20 公斤行李，
那么最高上限就是 2000 元。
二是，
《中国民用航空法》中规定：对托运行李或者货
物的赔偿责任限额，每公斤为 17 计算单位。旅客或者托
运人在交运托运行李或者货物时，特别声明在目的地点交
付时的利益，并在必要时支付附加费的，除承运人证明旅
客或者托运人声明的金额高于托运行李或者货物在目的
地点交付时的实际利益外，承运人应当在声明金额范围内
承担责任。
（17 特别提款权约为人民币 170 元，若按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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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50 公斤计算，赔偿限额约为人民币 8500 元）。
国内每公斤行李 100 元的赔偿标准与国际航空运输
的赔偿标准相比，
相差一倍左右。
三是，
1999 年《蒙特利尔公约》第 22 条规定：
“在行李运
输中造成毁灭、遗失、损坏或者延误的，承运人的责任以每
名旅客 1000 特别提款权为限，
除非旅客在向承运人交运托
运行李时，
特别声明在目的地点交付时的利益，
并在必要时
支付附加费。在此种情况下，除承运人证明旅客声明的金
额高于在目的地点交付时旅客的实际利益外，承运人在声
明金额范围内承担责任。
”
（2009 年 12 月 30 日开始由原来
的 1000 提高到 1131 特别提款权，
约10000 人民币）。
四是，民法典之侵权责任的损害赔偿，第 1184 条规
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
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根据《民用航空法》的精神，承
运人对于托运行李承担无过错责任。同时，一旦以侵权责
任追究承运人的责任，旅客可以同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
可以更大程度保障旅客的权益。
从法律规定上来讲，首先，原先的责任限额的规定属
于部门规章，相对于《民法典》来说属于较低位阶的规定，
有类似问题应当优先适用《民法典》。其次，原来的责任限
额完全不能满足社会情况的实际需要，从 2006 年到 2021
年，物价上涨，原来的规定无法满足旅客的实际损害，
《民
航法》关于责任限额的规定远远滞后于社会实践的发展，
这说明《民航法》的完善迫在眉睫。
再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承运人与旅客构成旅客
运输合同，行李损坏可以适用关于合同违约的规定。同时
也涉及侵权责任中侵犯财产权的损害赔偿，可以依据侵权
责任来主张损失。在以侵权主张损失时，旅客可以提出精
神损害赔偿来扩大权益保护范围，更好地弥补损失。在此
应该加强《民航法》与其他法律规定的接轨与融合。
经过 20 年之后，我国作为世界上民航业发展最快的
国家，眼光应当要更加长远，如果不能尽快提高我国的承
运人责任限额，伴随在国内民航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扩
大，旅客会倾向性地选择有更高赔偿责任限额的其他航空
公司，不利于提高我国国内民航公司的竞争力。
因此《民法典》的适用从法理上、情理上、实践中，都更
能够体现立法者的本意。
关于赔偿标准的问题，我们应该把握以下标准：在与
时俱进的基础上与国际接轨，与其他国内法律规定相一
致。根据《蒙特利尔公约》的精神，索赔限额达到约 10000
元人民币，这样的标准是否能够符合实践中的需要，不能
一概而论。国内的赔偿限额毋庸置疑是需要提高的，在提
高限额的基础上，促使旅客通过《民法典》来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也是可以考虑的。
问：如果乘客采取到法院诉讼的方式索赔，应该如何
操作？是否有相关的律所专门负责航空索赔？国内是否
有小额赔偿快速通道？
答：我们国内目前没有“小额赔偿快捷通道”。但在北
京地区有一个多元化调解中心——北京蓝鹏航空争议调
解中心，可以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经过调解，双方当事人
达成协议，再到法院盖章，
协议即可生效。
如果乘客选择诉讼的方式，按照我国相关法律可以在
航班的起飞地、目的地、航空公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
诉。一般情况下，法院会前期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
进入审判程序，
简易程序三个月，
普通程序六个月。
据《北京青年报》

近日四川成都的刘先生乘坐出租车时将装有电脑的背包遗
落，司机提出三种取物方案：要么等司机收车后一起去派出所办
理，要么放在某个地点由乘客自取，立即送还的话算上来回车费等
要乘客支付 800 元。着急用电脑的刘先生选择了立即送还，但拿
回物品后又感到支付过高。经有关部门调解，司机返还了一半费
用。
这 800 元费用是什么性质呢？若是保管费、油费、误工费等费
用，依据日常标准未免超标；若是算上乘客给予司机的感谢费，又
称不上高到咋舌。但问题就在于这笔费用难以准确界定。
先看看民法典中关于遗失物品及归还的相关规定。民法典规
定了拾得遗失物后应当返还权利人的义务，且按规定拾得人应当
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其间应当妥善保
管遗失物。所以，失主只要知道自己物品遗落何处，并不用担心对
方霸占物品拒不归还，否则拾得人属于拒不履行法定义务，侵害他
人财产权，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民法典还规定了“权利人领取
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
必要费用”。由于酬金不属于必要费用，
“失主可以给酬金、拾得人
不能主动要”，以遗失物为把柄索要酬金于法无据，还可能涉嫌违
法甚至犯罪。
但法律并没有规定拾得人立即将物品送至遗失人手中的义
务，就如案例中也有下班后去派出所解决或乘客自取的方案，同样
履行了返还义务。
“归还是本分、立即归还是情分”，失主因自身原
因主动请求司机立即送还，这并非司机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但
假如没有给予一定的酬劳，拾得人可以拒绝失主“立即归还”的请
求，将物品放置在派出所或上交公司，于法于理都不出格。因为司
机并非拒不归还，乘客也同意以 800 元费用换取立即归还，这算
“索要酬金”还是给予好处费，很难界定。
此事经调解已经圆满解决，但可见依靠司机和乘客自主协商
私下解决变数大，难免因认知分歧产生纠纷。从个人看，期待“举
手之劳的行善”和“懂得感恩的表达”的完美结合；但从全社会层面
看，则需要于法于情于理都更为妥当的解决方式。据某网约车平
台统计，仅 2020 年上半年就收到上报乘客遗落物品 85 万余件，日
均遗落 6600 余件，已经成为市民日常出行的小烦恼。
开出租车属于司机的职务行为，归还遗落物品也不全然是司
机和乘客的私事。出租车公司、网约车平台乃至行业层面若有一
套遗失物品归还流程，双方只需走流程即可完成物品归还，收费全
程公开、有标准可依，必将减少乘客与司机之间的纠纷。同时，表
扬好人好事也不一定完全依赖失主的感谢费，司机既然在工作期
间拾金不昧，为公司赢得名誉，也可以公司名义进行奖励，而倡导
失主视情况给予司机一定的鼓励性酬金，
这二者也并不矛盾。
本报综合消息

撕除互联网“牛皮癣
牛皮癣”
”刻不容缓
1 月 11 日消息，手机应用程序（App）随时弹出广告，用户点击
“关闭”却直接跳转到广告页面；个性化广告推送泛滥，消费者需经
过十几个步骤才能暂时将其关闭；虚假广告肆无忌惮，消费者不胜
其烦……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日前发布的《App 广告消
费者权益保护评价报告（2020）》指出，58%的 App 含有广告，其中，
69.7%的广告没有“关闭键”。在用户与手机如影随形的今天，手机
应用中“关不掉的广告”成为一大弊病，不仅直接侵害消费者权益，
也阻碍了互联网经济健康发展。
App 广告与每个手机用户息息相关，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问
题有可能带来大麻烦。广告的精准推送无孔不入，由此可能产生
个人信息泄漏风险。App 中虚假广告的监管缺位也极易诱引消费
者“花冤枉钱”——五花八门的网络贷款、一擦即净的护肤品、3 秒
聚热的保暖内衣……不少平台只顾发布不顾监管，最终后果全由
消费者承担。
为何 App 广告的问题如此之多？这与互联网企业的盈利模式
有关。
“卖广告”是互联网企业实现“流量变现”的重要方式。数字
经济时代，数据成为互联网企业争夺的重要资源，谁掌握了更多、
更详细的用户数据，谁就有可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优势。互
联网企业可以根据用户聊天内容、使用习惯等数据构建详尽的用
户画像，从而实现精准营销。也有头部企业走向“数据垄断”，凭借
独家海量数据获得市场优势，带来不少市场竞争秩序、市场资源配
置问题。
据悉，中国市场上可监测到的 App 已超 350 万款，且还在持续
增加。为维护互联网经济良性发展，撕除互联网“牛皮癣”刻不容
缓。近日，工信部制定发布了《App 用户权益保护测评规范》10 项
标准和《App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最小必要评估规范》8 项系列标准，
以规范 App 个人信息使用。国家网信办也发布《常见类型移动互
联网应用程序（App）必要个人信息范围（征求意见稿）》，推进移动
应用程序信息内容乱象专项整治，首批清理处置 105 款违法违规
移动应用程序。监管部门出手，为整治 App 乱象打造硬核标准，切
实保障用户权益。
互联网经济的繁荣，不应以牺牲消费者利益为代价。希望在
日益完善的政策监管和日益提升的技术监管之下，互联网企业经
营更加规范，
从而推进中国互联网经济良性发展。本报综合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