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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问：
前些日子刮大风，邻居家的一颗大树被

风吹倒了，其中一大部分的树枝树干倒在我
们家的院子里，不但有碍观瞻，我们小孩喜
欢在院子里玩耍，也非常不安全。我们很客
气地去请邻居把倒下来的树加以清理，不料
他们却说，树倒在我们的院子里，是我们的
责任，他们没有钱来雇工清理。我们就请了
树工来估价，都要上千元，不是我们能够负
担的。

我们有和本地的华人保险经纪人购买房
屋保险，于是就打电话给经纪人报告事件的
经过。经纪人的回答是：如果树是死的，那
就是邻居的责任；如果树活得好好的，那你
们自己就得负责清理了。我们觉得这种答案
非常不合理，请问这种事情到底是应该由谁
负责清理善后？ 

 
黄亦川律师回答：
这个问题，凡是住家有院子有树木的同

胞，多多少少都遇到过。这种事情的答案， 
绝对不是单纯的由树死树活就能够决定的。  
是谁的责任还有其他的因素需要考虑。

如果这颗树已经死了很久，而邻居不闻
不问，没有加以处理，风一吹倒在你们院子
里，那责任属于邻居是很明显的。如果树活
得很好，还是被风吹倒在你们院子里，那责
任属谁就必须进一步探讨了。虽然这棵树很
健康，可是从来没有修剪过，你的邻居任其
自生自灭，造成枝叶太过繁茂，受风的面积
太大，风很容易就把它吹倒，那么邻居还是
因为疏忽而必须负担一部分的责任，至少要
和你分摊清理的费用。

如果邻居的树扩张到你的院子来，最好
先与邻居商量，看他们是否愿意把树加以修
剪。如果对方不愿意，你完全有权力修剪长
到自己院子里那部分的树干树枝。另外如果
邻居的树倒在你的院子里，破坏了你的房子
或者汽车，那你自己的房屋保险公司就必须
完全负责理赔了。

要注意的是，虽然保险公司会负责理赔
你的房子与汽车等财产上的损失，可是许多
保险协议并不包括树枝树干的清理，那也是
笔不小的费用。所以买房屋保险时，如果看
到附近邻居的树离自己院子很近，可以考虑
加保一项清除树枝树干的保险。 

读者还要注意，有关保险的问题，最好
是由你的保险经纪人负责解答，她们应该有
这方面的基本法律常识，这正是我们向保险
经纪人购买保险的目的。一旦协商不成，对
簿公堂，保险公司还有可能聘请律师代表你
出庭诉讼。

附注：本法律信箱内容版权属于黄亦川律
师，没有黄亦川律师本人的书面同意，不得转载
或翻印。本法律移民专栏信箱中提供的只是一般
性信息，不同于律师针对特定客户的具体案件咨
询所提供的详细法律意见。读者如有特定法律案
件需要处理，请切记个别咨询专业律师。本专栏
作者与读者之间并不存在律师与客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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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这些主张 有如美国版的“脱欧”
英国“脱欧”公投险胜，原因众多，民

众抱怨边界失去控制，让欧盟其他国家移民
长驱直入，抢走饭碗、领取福利，变成公共
负担，是脱欧派险胜因素之一。这些现象，
和川普主张美墨边界建围墙、反非法移民、
怪罪墨西哥人抢走美国人饭碗，也怪罪外来
穆斯林隐藏恐怖分子，所有现象和思维如出
一辙；英国脱欧险胜后，国内仇恨犯罪大
增，英美这对表兄弟的国内浪潮，如今成反
全球化和反移民的急先锋。

英国移民政策向来严峻，申请移民极困
难。但加入欧盟后，欧盟28国公民依规定，
都有权在28成员国任何地方居住工作。仅去
年一年，英国就流入33.3万新移民，其中18.4
万来自欧盟。很明显，欧盟成员国分不同等
级，英、法、德、瑞典、丹麦、奥地利等属
一流富国；而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
新加入国家属二、三流穷国，多数英国移民
来自这些国家。

脱欧派关切穷移民抢走饭碗，分享福
利，集体情绪既是国际整合的困境，譬如欧
盟想结合成一个超级大国几已无可能，也是
资源争夺和分享的现实纷争。不仅英国有反
移民情绪和种族矛盾，法国、瑞典、丹麦、
奥地利近年右翼势力崛起，都与这种社会情
绪蔓延有关。

这些现象用宏观的学理角度看，就是
反全球化、反区域整合浪潮。用简单易懂的
话说，就是饭碗和资源争夺战，先进国家富
裕，不想接收落后国家移民，分享原有优
势。这种现象在美国，就是共和党与民主党
的拉锯战。川普反全球化、反对本于人道因

素接受移民。他看准白人蓝领阶层社经地位难
提升、薪资未涨、工作机会减少等不满，运用
和煽惑这股情绪。川普的超高声势，白人至上
团体和三Ｋ党崛起和挺川普，都是美国版的“脱
欧”现象。

反之，欧巴马坚持人道和接收移民，除暂
停遣返430万无证移民甫被联邦最高法院否决，
他无惧加州、佛州两起伤亡惨重的境内穆斯林
恐袭，坚持接收1万名叙利亚难民；喜莱莉也倡
议继续移民改革，接收移民。移民如今成第一
世界和第二、三世界国家的潜在冲突。英国脱
欧运动的反移民和仇外，基本就是自我孤立思
维。川普“让美国再度伟大”，何尝不是反移
民，排斥自由贸易和区域经济整合，只想顾好
美国自己。问题是，英、美是全球前后两任最
强盛国家，世界该容许强国自私自保，关闭门
户否？

地球村概念是人类共有这个地球，国家
的边界是人为造成，人口密度低、开发程度低
国家接受外国移民属“义务”。人口迁徙，穷
国向富国移民和自由贸易一样，是全球化的一
环。川普“美国优先”的潜台词，其实就是“白
人优先”，从其支持者以高中以下学历白人蓝
领为主，说明了许多现象。他迎合排外风潮，
混淆合法和非法移民界线，分裂社会，却用“
不顾政治正确”作包装，毫不顾惜美国今天所
以伟大，移民的贡献功不没。

美国接受移民大势难挡，全美有六个州移
民已占总人口25%以上，包括加州占37.4%、新
泽西州30.4%、内华达州28.2%、纽约州27.5%、
佛州25.3%、德州25%。另有11个州移民占总人
口15%以上，分别是俄勒冈州、华盛顿州、新

墨西哥州、乔治亚州、维吉尼亚州、马里
兰州、德拉瓦州、伊利诺州、麻州、罗德
得岛州和康乃狄克州。说明移民使人口结
构剧变，改变了美国风貌，全球化大势难
违。

移民是资产或负债？移民利用美国
的教育、医疗和政府福利等资源，研究显
示，新移民享用政府福利比率确实高于本
土美国人。但总体上，新移民也提高劳
动力素质，对经济和创新贡献比原生美
国人更优秀。智库National Foundation for 
American Policy今年初统计，全美87家资
本逾10亿美元的新创公司，44家(占51%)
是移民创办；加州硅谷1995年至2005年，
新公司创办人52.4%来自国外；硅谷每十
家企业有四家由移民创设。没有移民，美
国难有今天的强大。

欧美人如今面临“西方没落、东方崛
起”的恐惧，怪外来移民、找替罪羔羊，
逃避竞争、想闭关自保。英国脱欧派如
此，川普和支持者也一样。英国脱欧派在
英格兰北部工业区声势最强，川普在美国
中西部“铁锈带”各工业州声势最浩壮，
两者惊人相像。

英国脱欧派如今开始后悔，责怪政
客欺骗；川普想靠仇外和反移民“让美国
再度伟大”，处境和结果也将和脱欧派相
同。最新民调，川普声势继续下坠，但中
情局长警告，美国可能遭遇类似土耳其的
机场恐袭。万一不幸言中，川普支持度还
会窜升，且伤亡愈大对川普愈有利，非常
荒谬。                   （来源：世界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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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被称为注定载入商业历史史册的
“万科股权争夺战”不仅吸引了国内资本市
场的目光，而且还受到了国外资本市场的关
注。

英国《金融时报》称，哪里有股东资本
主义，哪里就必将有股东维权行动。而围绕
中国房地产公司万科前途的争夺战，就是在
检验这一公式能否在中国内地成立。

《金融时报》认为，万科股权之争这个
故事也显示出在中国的投资者们所面临的风
险。万科股份曾在宝能持续增股的时期出现
大的上涨。但是，自从万科去年12月停牌之
后，投资者就未能实现过他们的收益。

对于万科此次长达半年多时间的停牌，
《日经中文网》提到，以日本的常识来看，
中国是一个充满不可思议的经济大国。股票
市场也不例外。不可思议的其中一点就是上
市企业能够自行申请长时间停止股票交易的
停牌机制。例如，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万
科企业从2015年底开始已经停牌半年以上。
并称，万科这一停牌事件体现了“上市企业
任性停牌”这一中国的特有制度。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则认为万科的
行动违背了市场的规则，因此使用了“有争
论”一词。但是对于收购方宝能，《华尔街
日报》在报道中是这样描述的，报道认为宝

能和华润的一切行为符合自由市场规则，认
为他们并没有做“任何在自由市场上不寻常
的事情”。

在评论万科股权争议的时候，报道称，
是时候让市场的力量来决定一个企业的股权
问题的了，情怀、请愿和寄期望于行政干预
显然已经不符合当前中国全面依法治国的历
史趋势了。

对于万科来说，万科是深圳证券交易所
第一批上市公司之一。现在，25年之后，是
时候接受让市场力量来决定所产生的有时令
人不舒服的影响了。

英国《每日邮报》曾报道称，万科作为
一家享有盛誉的企业，万科之争在中国股份
制企业改革释放了一些重要信号。

对于深交所向宝能下发问询函的事情，

路透社报道称，“此次调查是为了保护股东
的知情权；合谋行为并不违法，但是需要向
社会公开，让股东决定是否这个行为好坏和
选择哪一方”。

路透社在报道中对于宝能罢免万科管
理层一事提出了质疑，报道称，在未提出候
选名单的情况下要求弹劾董事会成员，不公
开的情况下董事会争辩已经伤害了公司的健
康，宝能是否之前允诺不改变董事会和高层
管理局面？各方任性之举愈演愈烈，企业和
平运营的环境丧失殆尽。

际信用评级机构标普和穆迪Moody都发
布公告称，万科股东解散管理层计划或将影
响到万科商业和财务稳定性，万科信用评级
或面临下调。

                     （来源：澎湃新闻网）

事件：6月底召开的万科股东大会
再一次将王石推向舆论浪尖。作为全球
最大房地产公司——万科的创始人兼董
事会主席，王石面临被新第一大股东请
出局的悲惨局面。对于这场举国关注的
“易主”大战，“挺王”、“倒王”各
分阵营，“大打出手”。而在外媒眼
中，这只不过是资本市场自由运作的常
规事件。

万科大战正在上演  外媒如何看

王石（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