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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客户家丈量纱窗尺寸时，
女子陆某某不慎从五楼通往六楼之间的
楼梯窟窿里掉至五楼，不幸身亡。陆某某
家属随即以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将客
户沈某某夫妇诉至法院。近日，市人民法
院对该起生命权、健康权、人身权纠纷作
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方承担30%责任，
赔偿32.4万元。

陆某某和丈夫朱某居住在汇龙镇某
小区，并在自家车库经营不锈钢门窗、铝
合金纱窗等加工、制作业务，并上门为客
户安装。居住在同一小区的沈某某夫妇因
房屋装修，到朱某店里定制不锈钢门窗、
晒被架、雨棚等。

6月11日下午，朱某及陆某某为沈某
某家安装好晒被架准备收工时，沈某某要

求其再量一下五、六楼纱窗的尺寸。陆某
某随即返回店中，携带丈量工具来到沈某
某家中丈量。

在量好五楼纱窗尺寸后，陆某某又从
外踏步到六楼丈量尺寸。在丈量过程中，
陆某某不慎从五楼通往六楼之间的楼梯
窟窿里掉到五楼，送医抢救后身亡。

市人民法院审理查明，案发房屋系复
式楼，五楼至六楼原安有楼梯，沈某某夫
妇在装修过程中将原楼梯拆除。六楼大厅
西墙上有一扇窗，窗下部无地面，约有一
平方米左右的窟窿，通向五楼，沈某某夫
妇将其用电视柜等围住。

朱某等四人诉称，沈某某夫妇作为房
屋所有人，未在合理范围内对从事承揽业
务的陆某某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且沈某某

夫妇私自对房屋结构和楼梯进行改造，未
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未设置警示标识，
对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未告知陆某某，应
对陆某某的死亡承担部分赔偿责任，要求
赔偿损失66.4万元。

沈某某一方辩称，案件不是违反安全
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沈某某一方非从事社
会活动的特定场所的所有者、经营者或组
织者，且按照朱某诉求中所说陆某某从事
承揽业务，双方构成承揽关系，承揽方应
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工作，如造成相应后果
应由承揽方自行承担。

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应为生命
权、健康权、人身权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

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
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
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朱某夫妇为沈某某
家定制不锈钢门窗等设备，以完成劳动成
果为主要内容，双方构成承揽合同关系。

但沈某某夫妇在家庭装修过程中擅自
拆除五楼至六楼的室内楼梯，虽然在窟窿周
边放置了电视柜等围栏，仍不可避免地造成
六楼安装作业存在安全隐患，负有一定责
任。陆某某在测量六楼纱窗尺寸之前已为沈
某某家安装过其他不锈钢等设备，应当对沈
某某家的基本环境有所了解，其自身未尽注
意义务亦负有一定责任。综合上述情况，法
院酌定被告方承担30%的责任。

（黄晓燕 倪栋威）

一女子在承揽业务丈量纱窗时不慎摔亡

客户承担30%赔偿责任为哪般？

流浪狗进社区扰民
多部门联络爱狗协会让

流浪狗“回家”
本报讯 近日，南苑一村社区许多居民反

映，宝岛花园10号楼附近有一条流浪狗。部分爱
狗人士给他搭建了个临时狗窝，这条流浪狗白
天四处流窜，晚上叫声非常大，使周边居民无法
安心入睡，而且到处大小便，把粪便和垃圾弄得
满地都是，小孩、大人出门也怕被狗咬伤，给居
民生活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希望社区对流
浪狗加强治理。

接到反映，南苑一村社区工作人员立刻到现
场查看，由于刚刚生产小狗，流浪狗妈妈对周边的
行人吼叫不止，爱狗人士也反对社区将狗窝拆除。

基于上述情况，南苑一村社区立刻向南城
区街道作了汇报，同时通知了城管和公安部门。
四方共同对爱狗人士进行劝解，流浪狗随时都
会危及居民的安全，它们没有注射疫苗，而且互
相撕咬传播狂犬病，一旦咬到附近居民后果不
堪设想。考虑到当场射杀流浪狗违背人道主义
精神，社区工作人员联系了启东市爱狗协会，爱
狗协会到场后表示会有专门的农场安置这些流
浪狗，当场得到了爱狗人士的赞同。

随后，爱狗协会带走了狗妈妈和狗宝宝，社
区也立即对违章搭建进行了拆除。南苑一村社
区积极会同相关部门共同解决了社区流浪狗的
棘手问题，维护了良好的社区环境，还居民一个
舒适、安全、和谐、健康的生活环境，得到了周边
居民的称赞。 （朱永玲）

寻找热情的你，英伦贵族启
东旗舰店招兵买马

公司主营：高端成品窗帘、软包、墙布、
软装

职位：销售
职位要求：年龄20~45周岁，男女不

限，有过建材销售经验的优先。
薪资待遇：工资3000~8000。日上班8

小时制。
地址：台湾风情街190~196号英伦贵族
联系人：吴小姐 18051655899

英伦贵族软装招聘

便民信息 投放热线
0513-83128807

33..99cmcm××11..88cmcm 30元/期（10期起刊） 2500元/100期

实用 实在 实惠 实效

北新镇336省道北一厂房
出租，厂区占地面积3000㎡，
厂房 2000㎡，250 千瓦专配，
0.5吨锅炉一只（有证）。
电话：13306282668（黄先生）

厂房出租 门面出售
汇龙镇建新路有门面

房出售，面积60.72平方米。
联系电话：15851387711

陆胜超（身份证号码：320626194808181035）遗
失启东市城建中被拆迁户安置房选房、交款约定协议
一份，房源位置：城东花园9号楼104室。声明作废

遗失
启事

福彩“快3”于2018年10月1日起开
展3000万元派奖活动，奖金派送完毕，次
日停止。

启东市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

五大联赛开赛在即
五大联赛开赛在即，比世界杯更好中。每周约

百场赛事，球星阵容更整齐。强弱分明，熟门熟路
更好猜。详情见店内海报。

启东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医保费代扣有调整
我市灵活就业人员可通

过社会保障卡账户代扣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原先

通过银行账户代扣医保费的灵活就业人员等参
保对象，医保费代扣方式有调整。

据了解，因社会保险信息系统并轨工作需
要，原通过银行账户代扣医保费的灵活就业人
员，不再通过原代扣银行账户代扣。请上述对象
于2018年11月30日前凭社会保障卡和身份证
到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209、210窗口重新签订
代扣协议，通过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完成代扣
业务。

此外，原通过银行账户或退休工资账户代
扣医保费的新型职工医疗统筹（现居民医保）参
保对象，于每年11月到户籍所在地村（居）委会
缴纳下年度居民医疗保险费。 （王天威）

本报讯 黑恶势力令人深恶痛绝，目
前,全国正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
对黑恶分子追着打、盯着打、撵着打，对幕
后“关系网”“保护伞”以刀刃向内、壮士断
腕的勇气深挖彻查，对小黑小恶以钉钉子
的韧劲深挖细查，日前，市公安局通过电
话、网络等多个渠道向全市人民征集涉
黑、涉恶线索，欢迎广大市民积极向公安
机关举报。

近年来，特别是去年11月习近平总书
记对扫黑除恶工作作出重要批示以来，市
公安局在市委、市政府和政法综治部门的
大力支持下，持续推动扫黑除恶斗争向纵
深挺进。先后侦破了“新岛咖啡聚众斗殴
案”、“人民西路大转盘聚众斗殴案”、“紫薇
公园西门口聚众斗殴案”、“虚增种植苗木

亩数套取补偿资金串案”等一批有影响的
涉黑涉恶案件。

为确保将黑恶势力打得干净、打出声
势、打出正气，我市警方呼吁：全市社会各
界积极同黑恶势力作斗争，警方欢迎通过
各种渠道提供线索，同时敦促黑恶在逃人
员主动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为让举报群众放心，警方承诺：对举
报的每一条线索，相关负责人将认真查证
并及时向举报人反馈，同时对举报人进行
严格保密，确保举报人安全。警方提醒：举
报人提供线索，包括发生的时间、地点、性
质等简要案情，以及犯罪嫌疑人的姓名
（绰号）、住址、主要特征、藏匿地点及主要
犯罪事实、证据情况等，以便警方核查。

市民如发现相关涉黑涉恶线索可拨

打110或0513—83720105，也可通过“启
东公安微警务”公众号或启东市公安局新
浪微博进行网络举报。 （王天威）
相关链接：

15种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类型
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

一方，欺压残害百姓的“村霸”等黑恶势力；
在征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建设等过程
中煽动村民闹事、组织策划群体性上访的
黑恶势力；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车站码
头、旅游景区等场所欺行霸市、强买强卖、
收保护费的“市霸”、“行霸”等黑恶势力；操
纵、经营“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
势力；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的黑恶势
力；在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矿产资源、渔
业捕捞、操场承包等行业、领域，强揽工

程、恶意竞标、非法占地、滥开滥采的黑恶
势力；以非法手段垄断物业管理，控制小
区装修和材料供应或雇佣“黑保安”欺压
业主的黑恶势力；强行插手土地、草场承
包，以非法手段攫取最大利益的黑恶势
力；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制度安全、政权
安全以及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黑恶势力；把
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选举、垄断农
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插手
民间纠纷、充当“地下执法队”的黑恶势
力；境外黑社会入境发展渗透以及跨国跨
境的黑恶势力；在矿产资源开发中恶性竞
争或公开侵占国有矿产资源的黑恶势力；
插手民间借贷债务纠纷，充当“地下执法
队”、“讨债公司”的黑恶势力；在农村农闲
时节组织赌博、“围胡”放款的黑恶势力。

我市警方重拳出击扫黑除恶
向全社会征集15类涉黑涉恶犯罪线索

收废品顺手盗电缆
兴化一男子在启作案被

判拘役四月
本报讯 收废品时心生贪念，兴化一男子大

白天顺手牵羊多次盗窃拆迁区电缆线。近日，市
人民法院对徐某某犯盗窃罪案作出一审判决，
徐某某被判处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4500元。

徐某某是江苏兴化人，在我市从事回收废
品。2017年8月的一天，徐某某驾驶三轮摩托车
到北新镇建西村地段收废品。看到路边电线杆
上垂荡下来的电线，徐某某便产生了偷盗的念
头。第一次得手后，徐某某更加肆无忌惮，2017
年8月至11月，徐某某先后至北新镇建西村、富
民村、三和村拆迁区，采用拉线后用剪刀剪电缆
线的方式，窃取电信电缆线、广电电缆线，盗窃
作案8起，窃得财物合计价值4179.24元。2017
年11月11日，徐某某在盗窃过程中被群众发
现，在逃跑过程中被公安民警抓获，归案后如实
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案发后，徐某某已退赔
受害单位损失。

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徐某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多次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
行为已构成盗窃罪，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综
合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市人民法院遂作出
上述判决。 （黄晓燕 季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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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值班 狄佳佳 董飞男

9月21日，市民李先生拨打12345公
共服务热线，反映启东图书馆每天20:00
关门，觉得关门时间早了点，建议延迟到
22:00关门。

李先生来电反映：启东图书馆每天晚
上8点关门，因为本人经常会去图书馆查阅
资料，觉得关门时间早了点，希望能延迟到
晚上10点关门。

文广新局接到李先生的反映后，已和

当事人取得了联系，向其解释了相关情况。
为方便读者，图书馆实行部分科室夜间开
放制度，但因馆内人手不足，晚间开放全部

由工作人员义务兼带，因人员较少，目前开
放时间至晚上8点，暂不考虑进一步延长夜
间开放时间，待馆内人员配备充足后再延

长，并建议李先生可以去24小时城市书房，
该书房24小时向读者开放。李先生对此表
示理解和满意。

图书馆关门时间能否延迟图书馆关门时间能否延迟
市文广新局市文广新局：：待人员配备充足后再延迟待人员配备充足后再延迟，，建议可去城市书房建议可去城市书房

9月 25日，市民王女士拨打12345
公共服务热线，反映长江中路371号门面
房中的生活用水管堵塞，导致水管漏水。

王女士来电反映：长江中路371号门
面房（金恒花园25栋楼下）中的生活用水

管（门面房楼上住户使用的）堵塞，导致
水管漏水，现物业需要其出钱疏通水管，
市民表示这个水管是楼上住户使用的，
与其无关，要求相关部门及时帮助处理，
尽快疏通管道解决漏水问题。

北城区街道办立即将王女士的诉求
告知物业，物业已联系到了楼上住户，并
及时让管道疏通工人进行了疏通，现水
管漏水问题已解决。王女士对此表示满
意。

门面房内生活用水管堵塞门面房内生活用水管堵塞
北城区街道办北城区街道办：：已联系楼上住户及时疏通了管道已联系楼上住户及时疏通了管道

9月 27日，市民张先生拨打12345
公共服务热线，反映长江路与和平路交
界处往西50米路南侧的隔灶香门口堆
放了砖块，存在安全隐患。

张先生反映，9月20日左右开始，有人
在隔灶香门口堆放了砖块（用于修路面），
现在路面已经修复好，但剩余的砖块迟迟
没有清理掉。希望相关部门能尽快清理。

市住建局接到张先生的反映后，立
即进行核实。据了解，当时维修好后需几

天养护期所以没及时清理掉，9月30日
上午，市住建局城市建设科工作人员已

致电诉求人：现该处砖块已清理掉。张先
生对此表示知晓。

店门口堆放砖块存在隐患店门口堆放砖块存在隐患
市住建局市住建局：：因养护需要未清理因养护需要未清理，，现该处砖块已清理掉现该处砖块已清理掉

尊敬的电信客户:
您好！
为提升服务能力，中国电信南通分公司将

于2018年10月12日20：00~13日8：00进行

系统升级，届时各电信营业厅、网厅、掌厅、银

行、空中充值点等将停止充值、缴费及话费、话

单、余额等各类查询服务。请您提前充值缴费，

以免影响您的通信。升级期间给您带来不便，

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10000和当地营业厅。

中国电信启东分公司

2018年10月10日

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