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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大门紧挨红绿灯，
居民车辆进出难

“指尖一族”
要当心

朋友圈转发太随意有可能侵权

华侨新村居民建议：
能否增设网格线？

本报记者 小许 通讯员 民一

政策 咨询
●读者咨询：家里
的井水有股刺鼻的气
味，如何才能检测水质？
答复：市民可携带水
源至健康路 69 号环境监
测站 1 楼 1008 室检测，目
前只能做定量分析，根据
市民选择的数据进行检
测，一个数据的收费是
100 元。

记者 贺丽华 摄

记者 帮办
热线电话

15262953905
86983119
本报讯 （记者 贺丽华） 对
开发区华侨新村的居民来说，每
天尤其是早高峰和晚高峰时段的
出行总是特别的烦心，因为小区
大门和十字路口实在挨得太近，
所以只要红绿灯前出现车辆排队
等候的情形，居民的车辆就会难
以进出，甚至还多次发生了碰擦
事故。因此，居民们咨询，能否
在此设置网格线，方便居民车辆
出行？
记者在前天的晚高峰时段来
到了华侨新村，看到小区门口这

段云阳路上的车流量确实很大，
所以在红绿灯前排队等候的车辆
时不时就可以排成长龙。而华侨
新村小区的出入口距离最近的一
个十字路口只有几十米，记者粗
略数了一下，当等候车辆达到第
8 辆时，就会堵住小区的出入
口。
“原本这条路上的车流量也
不算大，但现在不仅是吾悦广
场，往东边方向还有多个居民小
区，来往的车辆自然也就多了起
来。”据华侨新村小区的一位门
卫介绍，尤其是早晨七点半至八
点半之间，这段时间的交通状况
最是繁忙，而且大家都在赶时
间，上班族赶着去上班，家长则
赶着送孩子去学校，所以业主在
遇到车辆出不去的情况时就会特
别着急，从而容易与机动车道上
行驶的车辆发生碰撞。

“一旦发生碰撞事故，由于
业主是拐弯行驶，机动车道上的
车辆是直线行驶，根据规定，拐
弯行驶需让直线行驶，所以自然
是业主承担事故的赔偿责任。”
小区物业告诉记者，很多业主都
反映过这个问题，但物业对此也
束手无策，只能尽可能地帮忙疏
导车流。“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
在小区门口划网格线，如此业主
的车辆就能不受机动车道上车流
的影响，顺利地进出小区。
”
随后，记者将华侨新村小区
业主的诉求反映给了开发区交警
部门，有关负责人在了解情况后
表示，会安排人员前往现场核实
情况，如果机动车道上的车流对
小区车辆的进出确实造成了很大
的影响，且持续时间较长，那么
会考虑增设网格线。

雷雨季将近，高压电线杆破损让人忧
本报讯 （记者 贺丽华） 近
日，有市民来电反映，称在华云
公寓 25 号门市前，一根高压线柱
的下半段出现了严重开裂的情
况，特别是露出的内里经腐蚀后
已经锈迹斑斑。市民担心，雷雨
季即将来临，此情况可能会造成
一定的危险，希望有关部门及时
修复。
随后，记者来到现场，看到
在这根高压线柱的下半段，有一
圈外表的水泥已经剥落，可以清
楚地看到里面皆是铁锈。
“ 附近
还有一根和这差不多的高压线
柱，但那根就完好无损，而这根
不仅外表脱落且内里锈迹斑斑，
下半段也存在明显的‘瘦身’现

象，担心再放任不管的话会出现
断裂的情况。”华云公寓 25 号门
市经营店主对记者说道。
这位店主告诉记者，其实她
去年就发现这个情况了，但当时
觉得应该没什么影响，也就没放
在心上。直到前段时间有热心
人路过这里，特别提醒她，马上
就要到雷雨天气多发的季节了，
高压线柱破损且锈迹斑斑很危
险 ，她 想 了 想 后 觉 得 确 实 有 道
理，于是当看到报纸上的帮办热
线后就立即打了电话。
记者就此事联系了供电部
门，有关负责人在了解情况后表
示，会立即安排人员前往现场核
实修复。

●读者咨询：丹阳
的医保卡是否可以在常
州直接报销？
答复：需要回丹阳医
保中心报销或者在医保中
心办理异地就医后可直接
报销。
●读者咨询：昆仑
华府小区的施教区是在
哪个学校？
答复：在已办理不动
产证的前提下，如果户口
在云阳街道，则在华南学

去年练湖路进行了整
体改造，道路硬化、绿化提
档 升 级 ，周 边 环 境 得 到 了
改善。然而，居民随意丢弃
的垃圾杂物很快使得绿化
带变得又脏又乱，因此有市
民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管养
此处绿化。近日，园林部门
在核实了情况后，对该路段
绿化带开展了整治，清理了
杂物，清运了垃圾，下一步
会将此地纳入正常保洁，确
保周边绿化带整洁卫生。
（记者 贺丽华 通讯员
薛红震 摄）

校就读；如果户口在延陵
或者其他乡镇，则到户口
所在地学校就读。若不动
产证在当年 5 月底之前还
未办好，也在户口所在地
学校就读。
●读者咨询：原是
大亚木业附近的拆迁
户，现房屋购买在汇金
天地，且房屋刚交付还
未办理房产证，户口还
在原住址，这种情况如
何在汇金天地施教区内
上学？
答复：若有政府的拆
迁协议，则施教区按照汇
金天地划分，小学为新区
实验小学，中学为八中；
若没有的话，按照原来住
址的施教区划分。建议市
民携带政府的拆迁协议、
购房合同与学校联系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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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回复
◆丹北镇后巷中心大
街肯德基向南 50 米左右
的人行道上，有人堆放了
大量的琉璃瓦，影响通
行，希望相关部门安排人
员到现场查看处理。丹北
镇政府回复，因道路正在
进行修复中，所以才会出
现这样的情况，目前已经
联系有关部门查看并协调
清理。
◆迎春路边上的水稻
田将要做新的灌溉渠，但
一直未动工，眼下临近农
忙，时间比较紧，希望了解
一下新渠道改造的动工方
案和开工时间。开发区管
委会回复，迎春路边修复
灌溉渠道方案已确定，近
期准备进场施工。

记者 贺丽华 摄

主持人：
贺丽华

◆紫荆花园南大门门
口的道路和迎宾路交界的
红绿灯处，由东往西的车
道上，左转和直行车道之
间的一个车道上没有任何
标志，
影响通行，希望相关
部门调查处理。公安局回
复，因车流不稳定，所以需
要一段时间观察车流，待
确定车流主体流向后将会
施划。
◆丹延路与庆丰路交
界处向南 100 米处的非机
动车道边上，有人倾倒大
量建筑垃圾在此，希望加
强监管并进行清理。延陵
镇政府回复，会尽快派人
清理，
并加强监管。

本期关注
■读者反映：
开发区大泊路（原九
纬路）整条路的路灯都不
亮，
希望及时修复。

2017 年年底，吕城镇
西墅村壁庄村进行污水
管网改造，改造时将路面
挖开，至今未恢复，影响
通 行 ，希 望 及 时 修 复 道
路。
丹金路与丝绸路交
界处的丁字路口处，车流
量较多，通行存在安全隐
患，
希望安装红绿灯。

在朋友圈上传有趣的图文、点赞精彩的内
容、转发认同的观点，已成为时下主流的社交方
式。同时，使用微信推销商品也让朋友圈变身
充满商机的创业高地。但在拇指按动之间，稍
不留神也有可能触及侵权的
“雷区”。

【案例一】
李某因家中装修想买衣
柜，就去外地的一家具市场挑
选。这家店铺宣称销售的是无
甲醛家具，使用的某种板材是
市面上最环保的。李某很动
心，就让店里进行设计并提出
很多要求。最终却因价格超出
心理承受范围，李某放弃购
买。店员十分不满，说了几句
讽刺的话。李某感觉很没面
子，自尊心受到伤害。此后，
他听一位木工师傅说，定制家
具并没有商家说的那么好，没
有甲醛都是骗人的，就在网上
抄袭了有关吐槽该板材产品的
相关文章，发表在他个人的公
众号里，引起了某板材生产公
司的注意。
该公司称，公司产品通过
了全球最为严格的美国和日本
的零甲醛认证，并通过原国家
环境保护部的十环认证，是真
正符合国家生态要求的环保板
材。涉案文章恶意诋毁其产品
性能及质量，造成众多不明真
相的购货商指责并要求退款退
货，致使产品销量急剧下降，
并使原告在业界的商业信誉急
剧降低，为此提出百万元的索
赔。
庭审中，李某称其在公众
号发表文章时只有三五个人关
注，从未想过会给原告带来影
响。他表示歉意，但不同意赔
偿，认为公司业绩下降与他的
文章没有任何关系。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通
过其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文章系
其复制、抄袭网络上的文章而
成，而并非经过深入调查而
成，同时所涉内容确易让他人
对原告的产品产生不良印象，
从而对原告的商誉造成一定影
响，故应承担侵权责任。据
此，法院判决李某删除涉案文
章并在其公众号上刊登致歉声
明，赔偿原告公证费及律师费
共计 3 万元。

【案例二】
访仙镇红光村大井
口村之前进行污水管网
改 造 ，目 前 改 造 已 经 结
束，破损的道路也已经修
复，但是原来的路面和新
修建的路面上有抛洒滴
漏的石子、水泥、黄沙还
没有清理，起风时产生的
扬 尘 严 重 ，污 染 附 近 环
境，
希望及时清理。
西二环路南方名居
小区东西两侧的非机动
车道上没有停车位，市民
停车不便，希望能在非机
动车道上划设停车位。

从事留学中介服务的 A 公
司在公司开设的微信公众号中
推送了一篇文章，指责同行 B
公 司 为 “ 抄 袭 狗 ”、“ 做 贼 心
虚”以及“坑骗客户”等。该
文章阅读量较大，亦被广泛转
发。
B 公司认为，身为留学中
介同行，A 公司广泛散布和传
播捏造的虚伪事实，恶意诽谤
其抄袭，无非是为了借助公司
在留学中介行业的高知名度和
良好声誉，借机炒作，以达到
其不正当竞争的目的，给其带
来重大的经济损失。为此，要
求对方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
失 40 万元以及合理开支 10 万
余元。

但 A 公司则称，该公司无
非是将真相告知大众，所有的
澄清与言辞均是客观、适度
的。就算因为气愤有些语言上
的使用不当，也完全是普通大
众朴素的情感，完全可以理
解，这与法律规定的不正当竞
争行为有本质上的区别。
法院经审理认为，A 公司
的言论属于脱离事实的主观臆
断，是对“真实情况”的过度
解读，极具攻击性，而非“普通
大众朴素的情感”。该行为构
成对 B 公司的商业诋毁，属于
不正当竞争行为。据此，判令
被告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
偿经济损失 2 万元和合理支出
2 万元。

【法官提示】
法院民一庭庭长吴国建表
示，近年来，微信公众号、知
乎等互联网自媒体异军突起，
然而，不同于传统媒体较为严
格的发布监管模式，自媒体往
往缺乏事前的监管，涉及自媒
体知识产权纠纷的案件也随之
增多。其中，企业公众号在网
上随意吐槽不仅可能侵害他人
的名誉权，还可能构成不正当
竞争中的商业诋毁。很多企业
在经营自媒体微信号以及发布
朋友圈时，可能因发布不当内
容而侵害到他人合法权益。他
提醒，微信公众号运营者发布
信息需提高注意义务，杜绝发
表不实言论、进行商业诋毁或
不正当竞争。被侵权的公司及
个人应提高自我保护及维权意
识，注意保留证据，必要时借
助专业机构通过公证流程和可
信时间戳等方式进行举证，依
法维护自身权益。

【案例三】
不少人遇到精美有趣的摄
影图片或是动漫美术作品都会
随手保留，这些作品往往不知
来源与作者，就在朋友圈里随
意上传了。殊不知，一张小图
片也可能引发著作权侵权风
险。南京一家图像技术公司起
诉称，其为全球最大图片供应
商美国盖帝公司在中国境内唯
一授权代理，某公司未经许
可，在其微信公众号中使用了
该公司享有著作权的摄影作
品，侵害了其摄影作品的信息
网络传播权。该公司曾多次要
求某公司提供授权使用文件或
者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
失，但遭到拒绝。为此，起诉
要求对方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
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两万
元。
最终，在法院的调解下，
双方达成协议，支付原告版权
使用费 6000 元。

【法官提示】
吴国建称，
我国《著作权法》
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任何
人擅自在网络上传播其作品的
行为，
都构成侵权。在网络上将
他人享有著作权的图片未经许
可随意上传，
属于侵犯著作权中
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范畴，
在没
有其他法定理由的情况下，
可能
构成侵权。他提醒“指尖一族”
在上传图片发布朋友圈的时候
应当做到：
不明来源的图片尽量
不上传；
发布他人图片应取得权
利人授权；
合理使用他人图片要
注明作者和出处；
收到侵权通知
要及时删除。

住房公积金是个人财产
还是夫妻共同财产？
本报记者 小许 通讯员 英尚

【案例四】
某公司在其经营的微信公
众号里发布了一篇标题为《累
了……》一文，该文章的作者周
某曾将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及该权利的相关权利全部转让
给北京的一家文化公司。因某
公司未经授权和付费转发了该
文章，北京这家公司提起诉讼，
要求对方删除涉案作品、赔偿
经济损失 6000 元和维权合理开
支 4000 元。
某公司认为，该公司经营
的微信公众号是为了给内部员
工提供学习之用，作品来自搜
狐网，属于合理使用。此外，公
司微信公众号只使用了两个月
就停用，在接到诉状后也立即
删除，
因此不同意赔偿。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未
经许可在其经营的微信公众号
内登载了涉案作品，侵犯了原
告对于该作品享有的信息网络
传播权，据此判决赔偿 500 元。

【案例五】
王女士是一位全职妈妈，
在照顾孩子的闲暇之余，王女
士做起微商，在朋友圈销售某
品牌化妆品。她精心拍摄了带
有该品牌商标标识的商品图片
发布在朋友圈。然而，让她没
想到的是，第一桶金还没赚
到，却接到了法院的传票。
该化妆品品牌的企业诉
称，公司对涉案商标享有注册
权，其从未许可王女士销售相
关产品。对方未经公司同意，
在微信朋友圈销售的行为侵犯
了其商标权。庭审中，王女士
无法证明所销售化妆品的合法
来源。此外，经鉴定，其销售
的商品也并非正品。经过审
理，法院最终判决王女士的行
为侵害了原告的商标权，判令
其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

【法官提示】
吴国建称，根据《商标法》
规定，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
权商品的行为，属侵犯注册商
标专用权的行为；销售不知道
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
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
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
赔偿责任。他在此提醒，从事
微商一是要坚持诚信无欺，做
到正规渠道进货；二是要保留
好相关凭证，以备必要时说明
商品的合法来源。

【案例】
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钱某，
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2002 年
与袁某结婚。后来，两人经常因
生活琐事发生争吵，有时甚至大
打出手。今年开始，两人矛盾激
化，多次闹着要离婚。近日，
经多
方调解，
两人均表示要离婚，
双方
对子女抚养、房产、车辆以及存款
的分割没有争议。但袁某提出要
分割钱某名下的住房公积金，遭
到钱某拒绝。
“住房公积金是我个人的收
入，跟袁某无关。”钱某认为袁某
提出分割其住房公积金没有任何
道理。

【律师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
妻共同所有：工资、奖金；
生产、经
营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
继承
或赠与所得的财产；其他应当归
共同所有的财产。
”江苏瀛尚律师
事务所的袁书珍律师说，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一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下列财产属于婚姻法第十七
条规定的“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
的财产”
：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
得的收益；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
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
积金；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
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
补偿费。
根据上述规定，在夫妻关系
存续期间的住房公积金收入应作
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因为
当事人离婚不是提取住房公积金
的事由，
具体操作中，
可以先计算
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住房公积
金的总额，然后再进行分割。袁
书珍说，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
一方实际取得或应当取得的住房
公积金，
属于“夫妻共同所有的财
产”。在离婚案件中具体处理住
房公积金时，首先应严格区分上
述款项取得于婚前还是婚后，离
婚时分割的只是双方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的住房公积金。因当事人
离婚并非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法定
事由，
故应在计算出总额后，
经过
折抵，
一方给对方补偿。

夫妻吵架烧家也会构成放火罪
编辑同志：
我哥哥是一家公司的业务部
门负责人，因为工作关系要应酬，
经常早出晚归，嫂子日渐不满，
后
来每次当我哥哥在外应酬时她总
是不断打电话催其回家。为此，
他
们两人争吵不断。去年夏天的一
个晚上，
我哥在外应酬时嫂子又打
电话来催他回家。他很生气，
随口
在电话里说了一句
“关你何事”
后，
便将手机关机以图清净。谁知，
他
回家后发现家门被嫂子反锁上了，
我哥不停地在外叫门嫂子就是不
开。盛怒之下，
二人提出离婚。第
二天，
我哥回去打算收拾衣物准备
离开家，
他以为嫂子会念及昔日感
情而上前劝阻，
谁知对方没有任何
表示。我哥一气之下，
拿起家中食
用油倒在卧室被褥上将其点燃，
想
把房子烧掉。嫂子慌乱起身灭火，
将火扑灭后为了教训我哥便打电
话报警。近日我哥被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
缓刑三年。请问：我哥烧
的是自家的被褥，怎么还被判刑

呢？ 读者 小梁
小梁读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
条规定，
放火、
决水、
爆炸以及投放
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
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
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由
此来看，
放火是一种极其危险并严
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
会给
公私财物带来巨大损失甚至造成
人身伤亡，
情节严重的法律还将处
以死刑。夫妻吵架乃是常有之事，
你哥哥却无视国家法律点燃易燃
物，这不仅造成家庭财物损失，
还
是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
因而构成放火罪，
所以法院的判决
合法合理。
建议广大读者，
学会理性处理
家庭矛盾，控制情绪，
切忌冲动行
事，时刻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
这
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社会负
责。 编辑 小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