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7月8日 星期一
编辑：岳春芳 组版：赵勤 校对：步剑文 08焦点新闻

地址：江苏省丹阳市东方路转盘处 邮政编码：212300 传真号码：86983038 电话：综合新闻部：86983011 86983110 综合办公室：86983010 内容生产部：86983119 教育事业部：86983017 广告事业部：86983023 新媒体发展部：86983129 发行投递公司：86526454
周一至周六出版 报价：零售每份1元 月价24.00元 半年价144.00元 全年订价288.00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321181499032 丹阳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电话：86523919

多地频发高空坠物、抛
物，安全隐患令人担忧

7月2日下午，贵州省贵阳市
南明区中铁国际城天筑苑1栋发
生一起意外。1楼住户袁女士遭
遇高空抛物，一个灭火器从 7 楼
砸下，砸中其头部，后经抢救无效
死亡。

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 3日
通报，接警后，警方迅速到场处
置。警方提示：高空抛物严重危
害他人生命财产安全！请严格自
律。同时，监护人要教育未成年
人不要高空抛物，避免造成无法
挽回的严重后果。

7 月 4 日，记者来到事发地，
这里仍拉着警戒线，小区里多处
挂着杜绝高空抛物的横幅。“听邻
居说，上回还有扔矿泉水瓶的。”
一位业主告诉记者，高空抛物安
全隐患太大了。

记者梳理发现，近期多地频
发高空坠物、抛物事件，从烟灰缸
到杠铃片再到灭火器，物品可谓
五花八门，后果都很严重。

6 月 22 日，广东省深圳市一
名女子在经过地铁站出口时，被
上空坠落的杠铃片砸中，当场头
部流血，被紧急送往医院。

6 月 19 日，江苏省南京市一
女童被楼上8岁男孩高空抛物砸
中，经医院数小时紧急救治和急

诊手术，各项生命体征才得以平
稳。

6 月 13 日，广东省深圳市一
小区发生一起高空坠窗事件，一
名 5 岁男童被砸中，后因伤势过
重去世。

不幸被砸谁来担责？
记者发现，高空坠物、抛物存

在较大偶然性和隐蔽性，特别是
责任人为未成年人的情况下，一
旦伤人在认责赔偿上经常存在纠
纷。

“高空坠物和抛物主要有人
为主观想法上的区别，坠物属于
一种过失和意外，抛物一般是存
在故意的成分。”贵州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曹波认为。

“对于意外高空坠物和故意
从高空抛掷物品，二者从法律责
任上来讲是不一样的。”京衡律师
上海事务所副主任邓学平告诉记
者，一般意外坠物，责任人有可能
只承担民事责任。但如果是故意
从高空扔东西，造成了人身伤害
或者较大财产损失，可能还要承
担刑事责任。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记者
搜索“高空坠物”“高空抛物”等关
键词，发现近年来有不少案件因
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最后整栋
建筑的业主被判赔偿损失。

2018 年 1 月，重庆市合川区
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由高空铁架坠
落引发的民事诉讼案件，事故所
在楼栋 28 名住户被判赔偿受害
人医疗费和交通费，费用均摊。

2017年12月，安徽省芜湖市
镜湖区人民法院宣判一起“高空
坠物致人死亡案”，物业和 81 户
业主承担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
条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
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
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
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
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
给予补偿。

针对近年来不少“熊孩子”高
空抛物惹事的现象，邓学平表示，
这里面情形比较复杂，应分别探
讨。在故意从高空抛掷物件、造
成人身伤害甚至死亡的情况中，
如果是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
按我国刑法规定，不承担刑事责
任，但应当责令其家长或监护人
加以管教。如果是满14周岁、不
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高空掷物，
是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死亡的，则
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

不过，“由于未成年人从高空
扔东西的行为造成的民事侵权责
任，均应由其监护人承担。”邓学

平说。

遏制高空坠物、抛物要
构建立体防护网

针对高空坠物、抛物社会危
害性大且屡禁不止的问题，广大
网民呼吁在提高住户安全意识的
同时，更需要相关单位加强监督
管理，构建一张立体防护网。

记者调查发现，面对高空坠
物、抛物的威胁，有的地方已经开
始行动。一些小区尝试安装“防
高空抛物监控”摄像头，起到了不
错的效果。

此外，在建筑设计规划之初，
提前能通过设计规避危险也备受

业主期待。“窗户可以往里开或者
采用左右滑动式。”“低楼层有伸
出部分阻挡高空坠物，这样有一
个缓冲。”记者随机采访的一些业
主建议。

“从房屋美观和使用效果来
讲，绝大多数楼宇现在都没有设
计防高空坠物、抛物的一个网或
者遮挡的设施，能安装的话肯定
可以起作用，但整体美观、外立面
设计均需要通过相关法规进行规
范。”中铁建物业公司贵阳分公司
副总经理田永伍说。他也再次呼
吁，广大业主要行为自律，守住道
德防线、法律底线。

新华社贵阳电

高空坠物频发“头顶安全”如何守护？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一栋栋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然而，高空坠物、抛物伤人的

事件也呈多发态势。近日，贵州省贵阳市一女子被高空抛下的灭火器砸中身亡，肇
事者为10岁男孩，引起不少网民的关注和担忧。面对“飞来横祸”，后续怎样认责赔
偿？如何守护居民及行人的“头顶安全”？记者进行了调查。

500元网购的青花瓷瓶估值
248万元,1枚普通的“袁大头”估
值 87 万元……遇到这样的好事
情,你可要当心!

记者日前从湖北省武汉市公
安局硚口分局获悉,该局近日打
掉一个特大收藏品“套路拍”诈骗
团伙,刑事拘留 80人。这是一起
将诈骗活动伪装成合同纠纷的典
型案例。

500 元青花瓷瓶估值
248万元

黄粱(化名)怎么也没想到,天
上真会掉馅饼。黄粱是武汉市某
高校退休教师, 收藏爱好者。
2018 年,黄粱以 500 元的价格在
网上淘到一个青花瓷瓶。同年 9
月,他在网上发现了一家从事收
藏拍卖的武汉某展览展示有限公
司。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登记
了个人信息。

没过几天,黄粱就接到该公
司客服人员电话,邀请其参与藏
品鉴定会。一名鉴定师对青花瓷
瓶鉴定后,称其“成色不错,是真
品”,并出具了“收藏证书”。

随后,这家公司总监与黄粱
接洽,称以往拍卖过类似青花瓷
瓶,市场估值为 248 万元,并展示
了相关拍卖截图。

500元网购的青花瓷瓶竟这
么值钱,这远远超出了黄粱的心
理预期。随后,他与该公司签订
展览服务合同书,将自己收藏的

青花瓷瓶和7枚古钱币交由该公
司拍卖,“市场估值”1600 万元。
按照合同规定,黄粱先后支付了
鉴定费、展览服务费等各类费用
15 万元。尽管他在微信上收到
自己的藏品在迪拜等地展览的照
片,但迟迟不见有买家出手。

2018年 10月,感觉不对劲的
黄粱向硚口区市场监管部门投
诉,要求展览展示有限公司退
费。经调解,黄粱拿回 7.5 万元。
2019 年 4 月,意识到自己受骗的
黄粱向硚口公安分局长丰派出所
报案。长丰派出所民警介绍,黄
粱的遭遇并不是个案。自 2019
年以来,该所已先后接到数十起
同类型报案,其中最高损失 18万
元,且矛头全部指向武汉某展览
展示有限公司等4家收藏品鉴定
拍卖公司。

警方注意到,这绝不是简单
的经济纠纷。

披着经济纠纷外衣的诈
骗

今年3月以来,硚口公安分局
根据群众报案分析研判,逐步发
现一个以拍卖收藏名义实施诈骗
的犯罪团伙。为尽快查清违法事
实,硚口公安分局抽调精干警力
成立专案组,开展收藏品鉴定、拍
卖流程培训,熟悉专业知识；走访
核实警情线索,锁定犯罪事实。

完成案件定性后,专案组迅
速组织警力分赴江西、湖南等地,

逐一询问 20多名受害人,摸清犯
罪嫌疑人作案手法,排查出8个涉
案网站邮箱及银行账户等基础信
息,固定犯罪证据,摸排犯罪集团
组织架构和活动规律。办案民
警、硚口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副大
队长黄涛介绍,2018年以来,该犯
罪团伙成立4家艺术品有限公司,
网上高价发布收藏品拍卖信息,
引诱受害人上门签订虚假委托合
同,并以藏品流拍为由,从中骗取
鉴定、展销、拍卖等高额服务费。

“这些公司的鉴定人并没有
相关资质,文化水平整体不高,有
些甚至有暴力犯罪前科。为规避
责任,鉴定人只对藏品进行客观
评价,比如‘品相完好’‘具有收藏
价值’等,再由公司人员以高价诱
导受害人进行拍卖。”黄涛说。

“这些公司都有专门技术员,
运用PS技术,制作藏品参加展览
的虚假照片。”办案民警陆新超介
绍,为了让展览显得更加真实,拍
卖公司在酒店租有专门套间,安
排公司员工或演员等扮演参展客
商；就算是出国展览,也只是将藏
品的照片带到国外某酒店,运用
PS技术合成参展的虚假照片,再
通过微信发给受害人。

按照合同约定,若拍卖成交,
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该物品拍卖成
交后成交额的10%佣金。但迄今
为止,4家收藏品鉴定拍卖公司没
有拍卖出任何一件藏品。

至此,一个以收藏品鉴定拍
卖公司为掩护,通过引诱受害人

签订虚假委托拍卖合同,诈骗高
额服务费的犯罪团伙逐步浮出水
面。

刑事拘留80名犯罪嫌
疑人

为打深打透,确保犯罪分子
一个不漏,硚口公安分局详细制
定了抓捕计划。今年 6月 3日上
午,硚口公安分局 25个参战单位
200 多名警力兵分四路,同步出
击,采取突击调警，分头对 4家收
藏品有限公司快速查处,一举抓
获李某等涉嫌诈骗犯罪团伙成员
80 多人,当场查扣作案电脑 56
台、手机 105部、银行卡及公司账
本若干,冻结银行账户 18个。涉
案受害人 100 多人、涉案金额超
过1000万元。

“文物拍卖流程非常严格。
武汉市共有109家拍卖公司,只有
七八家具有文物拍卖资质。”黄涛
介绍,要具有文物拍卖资质必须
获得工商营业执照、拍卖经营批

准证书、文物拍卖经营资格证书
以及若干注册拍卖师、文物鉴定
师等。

“之所以有如此多受害人上
当受骗,主要是因为犯罪嫌疑人
吃准了他们一夜暴富的心理,通
过环环相扣的精妙手法,将诈骗
活动伪装成合同纠纷。”黄涛说,
为了保证委托合同的合法性,这4
家公司还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
问。

经查,这4家公司组织结构严
密,共划分总经理、总监、高级经
理、业务员4个层级,按照“营业业
绩”提成。其中,业务员基础工资
2200元,按照业绩提成,有的月收
入可达5万元左右。

硚口公安分局现已依法刑事
拘留 80 人、查证破案 120 多起。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李某等对其
团伙通过高价拍卖引诱受害人签
订虚假委托合同实施诈骗活动的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本案正在进一步侦查
中。

藏品拍卖背后的骗局：

500元青花瓷瓶估值24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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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转阴，局部地区有
时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
3~4级，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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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鹏翔 通讯
员 钧慧）6日，以“产业变革、金
融创新”为主题的科技金融产业
发展丹阳论坛拉开帷幕。国务
院参事、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
华，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风投委
员会会长修小平，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魏加宁，中
国科技金融促进会风投委员会
秘书长林宁，科技部、省科技厅
以及镇江市科技局领导，市领导
黄万荣、赵志强、赵立群、刘宏
程、王亚利，上海、南京、深圳等
地知名风投机构负责人，我市上
市企业、规模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创新型企业和金融机构代表
等 200多人出席论坛，大家共话
科技金融，同谋创新发展。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科技
创新，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与中科院、上海交大、北航、
南航等多个知名科研单位建立
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截至目前，
全市拥有“两院”院士28名、国际
专家 29 名、省“双创计划”人才

104名，还有 40多名院士在丹阳
担任特别顾问，人才竞争力位居
全省前列；我市已有 200多项技
术填补国内空白，20多项技术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10多项核心技
术全球领先，100多家企业的300
多种产品成为全国“单打冠军”，
形成了一大批创新型增长点，高
新技术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
值比重达 45%，科技进步对经济
增长贡献率超过 65%。与此同
时，我市充分用好资本这一要
素，释放创新力量，在全省率先设
立的科技创新基金，累计投入财
政资金近10亿元，引导支持创新
项目425个，拉动了企业及社会投
入达 158 亿元，新增销售 375 亿
元；充分利用“苏科贷”等政银合
作产品，累计为136家次科技型小
微企业提供了近6亿元的科技贷
款；引进知名创投机构落户丹阳，
与上海盛宇资本、深圳达仁资本、
江西金沙江资本、北京新东方敏
洪基金合作，目前全市创投管理
资金规模已超30亿元。

市长黄万荣在论坛上发表
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丹阳
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是长三角
中心节点城市，水陆空立体交通
条件优越，为丹阳承接高新技术
产业和高层次人才创造了优越
的区位条件；丹阳拥有良好的发
展平台，高新区创成了省级高新
区，开发区科创园被评为国家级
孵化基地，全市拥有省级科技产
业园 2家，省级以上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 4家，省级孵化载体
9家，这些都为丹阳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平台支撑；
丹阳拥有厚实的产业基础，全市
拥有各类市场主体近10万家，其
中制造业企业近 2万家，高新技
术企业 218 家，规模以上企业
703 家，销售亿元以上企业 293
家，百亿元以上企业4家，为金融
机构的投资提供了广阔空间；丹
阳拥有优质的服务环境，以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为重点的政务环
境、以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
城市为标志的生态环境、以连续

15 年获评全省平安县市为亮点
的法治环境，都为科研院所、高
端人才和风投机构的落户提供
了坚强的保障。

黄万荣强调，当前，丹阳正
处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科
技金融产业发展也迎来了新的
机遇。丹阳的科技企业需要各
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同时丹阳
良好的经济基础和营商环境也
一定能为战略投资者带来丰厚
的回报。丹阳市政府将始终坚
持“搭台不唱戏、参股不经营、控
制好风险”的原则，一如既往地
提供高效服务和良好环境，使得
与战略投资者的合作之花结出
累累硕果。

论坛上，修小平和黄万荣、林
宁和刘宏程分别为中国科技金融
（丹阳）创新基地、中国科学技术成
果评价（丹阳）服务中心揭牌。

论坛还举办了专家主题报
告、巅峰对话、科技金融路演、闭
门交流会等多场活动。

更多相关报道见今日2版

精英聚首共话科技金融 群贤毕至同谋创新发展

科技金融产业发展丹阳论坛成功举行

本报讯（记者 陈静 通讯
员 丁黎明）“掘金东南亚”已成
为近年来我市投资人寻觅海外
投资机会的热门词。昨日，记者
从我市商务部门获悉，今年上半
年，我市对外投资快速增长，越
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地区成为我
市企业投资新热点。

来自商务局的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我市共新批对外投资
项目 8 个，中方协议投资额达
8714 万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59%，已达到去年全年对外投资

额的 173%，占镇江市上半年对
外投资额的 87%。“我市对外投
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企业不断
转变发展思路，越来越多的本土
企业选择‘走出去’，企业‘走出
去’步伐不断加快。”商务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外投资
各个版块中，近年来，我市企业
主动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积极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
行投资，其中越南、柬埔寨等东
南亚国家已成我市企业对外投

资的热点。
“自 2018 年以来，我市批准

的 17 个境外投资项目中，有 12
个位于东南亚地区，这与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高度吻合。”该
负责人表示，我市企业到东南亚
投资设厂，不仅可以进一步开拓
东南亚市场，还可有效利用东南
亚廉价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同时
企业可以有效规避部分发达国
家的关税贸易壁垒，以应对中美
贸易摩擦升级所带来的困难。

另据悉，今年以来，我市外

贸总体保持了平稳增长，结构不
断改善，质量持续提升。1~5月，
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 12.43亿美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4.9%。其
中，外贸出口 10.86亿美元，同比
增长6.2%，延续平稳增长的发展
态势。5月份当月，我市进出口
总 值 2.93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0.57%。其中，出口 2.57 亿美
元，同比增长 13.21%，多数企业
订单数量和质量较往年均有所
提高。

近两年，我市批准的17个境外投资项目中12个位于东南亚地区

东南亚成为我市企业投资新热点

我市异地就医再添便
民举措

转外就医联网
刷卡结算可在
家备案

本报讯（记者 丽萍 通讯
员 史玉华）记者昨日从市医保
局获悉，继7月1日丹沪两地启
动门诊就医直接结算后，我市
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再添便民新
举措：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参
保人转外就诊人员可足不出户
在家实现异地登记备案。

异地就医是民生热点，为
方便参保群众转外就医，我市
在办理异地转诊登记备案工作
中主动作为，在执行线下现场
备案（持社保卡至医保局填写
跨省异地就医登记备案表，办
理登记备案手续后，即可实现
直接刷卡结算）的同时，特针对
转外就诊人员及时推出 2种线
上备案方式：①线上电脑备案，
先输入网址：www.edyrs.com／
dyggfw／login，然后进行注册
后办理异地就医转诊备案；②
线上手机备案，通过手机 APP
下载“丹阳智慧人社”（或直接
扫以下二维码进行注册备案，
见下图），线上办理转诊备案手
续。

异地就医转诊备案登记成
功后，职工医保参保人可实现
省内门诊、上海市门诊、省内以
及省外的住院刷卡联网结算。
城乡居民参保人可实现省内以
及省外住院刷卡联网结算。

今日视点

值班：何巍 许静
编辑：许静
组版：赵勤
校对：姚磊

夏季，高温、暴雨等恶劣天气较多，是各类交通事故
的多发期。为确保客运安全，市客运中心加强对驾驶员
的安全驾驶教育，落实安全驾驶责任制，要求驾驶员遵
章守法，在夏季行车前，必须保证充足的休息和睡眠，保
持精力充沛，严禁疲劳驾驶。（记者 萧也平 摄）

加强夏季安全行车教育
确保高温期间客运安全

圆明园沉睡百年
古莲“复活”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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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坠物频发
“头顶安全”如何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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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铁路10日起
启用暑期列车运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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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雨留“余威”
明天雨量中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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