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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近年来，高空抛物坠物伤人事故频
发。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新增规定明确“禁
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将高空抛物列
入违法行为，破解“调查难”“取证难”。

“飞”来横祸谁担责？6 月 4 日，记者
采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陈盎
然和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民一庭法
官卿斌，解读如何依法保护老百姓的

“头顶安全”。

【原文】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规定：

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
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
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
权责任；经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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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
向侵权人追偿。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
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
防止前款规定的情形发生；未采取必要
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
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发生本条
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公安等机关应当
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

【案例】

“飞”来横祸频发
2011 年 10 月，长沙的谢女士路过

芙蓉区一家餐馆时，被该楼楼顶脱落的
水泥板砸伤头部。芙蓉区人民法院依法
判令餐馆所在的整栋楼全体业主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赔偿谢女士医疗费、营
养费等共计22.8万元。

两年前，李某骑摩托车途经平江县
某集镇路段时，被一侧屋顶坠落的瓷瓦
砸伤头部。去年 10 月，平江县人民法院
依法判决涉案房屋所有人和管理人共
同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

2018年3月，喻先生在长沙某小区楼
下公共道路上卖菜，被外墙脱落的水泥块
砸伤。喻先生将该小区物业公司诉至法院
索赔。去年6月，岳麓区人民法院审结此
案，依法判决物业公司赔偿伤者医药费、
伤残赔偿金等费用合计9万余元。

【解读】

依法厘清责任，破解“连坐”局面
“如今，高楼林立，‘飞’来横祸屡见不

鲜。这类案件直接侵权责任人查找难，处
理难度往往较大。”陈盎然法官分析指出，
民法典对《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进行全面

修改，确立了较完备的高空抛物规则：一
是明文禁止高空抛物，强化民法典的行为
引导功能；二是明确了抛掷物品的行为
人、坠落物品的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为侵权人，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三是对
高空抛物的责任承担有了明确划分。新增
追偿规则有望破解“连坐”困局，物管机构
防范义务被列入法律条款，公安机关被

“点名”查清责任人，这些规定将为解决高
空抛物难题提供有力的立法支持。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既保留了现
行《侵权责任法》相关条款的救济功能、预
防功能，又填补了法律空白，新增了追偿
权。这样一来，对于不明高空抛物、坠物致
人损害的情形，不必整栋楼一起‘背锅’。
即使不幸‘背锅’，在查明具体的侵权人
后，最终也能通过追偿权的行使来保障自
身权利。”卿斌法官指出，在平时的司法
实践中，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既没
有主观上的过错，也没有实施高空抛物
的客观行为，只因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自
己不是侵权人，从而被判决承担补偿责
任。因此，每一位建筑物、构筑物等设施
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都要自觉
遵守公共安全法律法规，坚决抵制高空
抛物、坠物行为，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
立即整改并做好安全防护措施，以避免
发生类似的坠物伤人事件。

拦截“飞”来横祸
保护“头顶安全”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周月
桂 通讯员 屈啸）近年来，我省信息消
费发展迅速，尤其是今年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在线教育、移动游戏等逆势增
长，线上消费成为新的热点，公众对新
型信息消费的认知度不断增强。为推
动信息消费扩大升级，省工信厅举办
了湖南省第二届新型信息消费大赛，
大赛决赛今天在长沙举行。

“疫情催生了各类远程医疗服务，
目前市面上的远程问诊平台是将医院
的患者和医生资源引入到自己的平台
上，而星安问诊平台，是给医院建设专
属的互联网医疗平台。”在今天举行的
湖南省第二届新型信息消费大赛决赛
上，由湖南创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搭
建的创星远程医疗平台“星安问诊”，
获得新型信息消费应用创新奖。该项
目负责人表示，“星安问诊”可为医院
拓展服务空间和服务资源，也给患者
提供了实体机构安全服务的保障。

省工信厅2月19日启动了湖南省
第二届新型信息消费大赛，大赛主题是

“释放消费潜力 发展新兴产业”，共收
到 122 个报名参赛项目，经过初赛选
拔，有15个项目参加今天的决赛。经过
紧张的角逐，八戒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等
3 家企业获得新型信息消费技术创新
奖，湖南创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7家
企业获得新型信息消费应用创新奖。

据介绍，2019年全省信息服务业
主营业务收入达 909.7 亿元，较上年
增长 21.1%，增速排全国第四。随着信
息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批重大
项目落户湖南，电子产品智能化升级
加快，中高端移动通信终端、智能终端
电源、数字家庭产品、网络及消费类电
子产品的供给能力增强。我省便携式
健康监测设备、智能可穿戴设备、消费
类无人机等实体产品以及手机游戏、
动漫等数字内容产品的研发及产业化
在行业内居于前列。

信息消费越来越火
省第二届新型信息消费大赛决赛举行

湖南日报 6月 4日讯（记者 陈淦
璋 通讯员 彭胤武）记者今天从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获悉，该厅印发《湖南省

“绿色住建”发展规划(2020-2025年)》，
围绕“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绿色建
造体系基本建立”“绿色居住品质初步
形成”“绿色生活方式成为时尚”目标，
明确了七大行动和目标任务。

实施绿色发展能力建设行动。至
2025年，培育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或重
点实验室等平台，创建省级工程研究中心
和重点实验室6至10家、省级专业化科技
应用转化平台10至15家。特、一级建筑业
企业研发经费投入量60亿至65亿元。

实施城乡绿色发展建设行动。至
2025 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2%，建立绿色生态城市(城区)2 个以
上、海绵城市5个以上。

实施绿色宜居城镇建设行动。至2025
年，全省县市区出厂水水质符合标准要求，
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10%以
内；县以上城市(含县城)生活污水集中收集
率达到60%；县以上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处理量占无害化处理量的60%。

实施美丽绿色村镇建设行动。至

2025年，全省乡镇政府所在地污水处理
设施覆盖率达到 100%；乡镇垃圾收转
运体系基本建成，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
的行政村比例达到100%。

大力推进绿色建造行动。至 2025
年，城镇新建建筑节能标准施工执行率
达到 70%以上，城镇新增绿色建筑竣工
面积占新增民用建筑竣工面积比例为
60%以上，城镇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

比例达到30%以上。
实施城镇建设绿色管理行动。至

2025 年，设市城市数字化管理覆盖率
80%以上，公共建筑无障碍设计达到
100%，设市城市新建住宅物业管理覆
盖率达到100%。

实施绿色低碳生活倡导行动。至
2025 年，全省地级城市、吉首市基本建
成生活垃圾分类系统。

“绿色住建”发展规划明确七大行动
开展绿色生态城市(城区)、海绵城市和美丽乡村等综合试点示范；

至2025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2%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周月
桂 通讯员 林城）根据湖南省气象局
今天短期气象预报情况，省自然资源厅
与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得出结论：自6月
4日20时至5日20时，受降雨影响，湘
中及湘中以南大部分区域发生突发性
地质灾害风险较大（黄色预警）。

黄色预警区域：长沙市望城区东
部、长沙县、宁乡市、浏阳市；株洲市攸
县南部、茶陵县、炎陵县、醴陵市北部；
湘潭市湘潭县、湘乡市、韶山市；衡阳
市南岳区、衡南县、衡山县中部、祁东
县南部、耒阳市、常宁市北部；邵阳市
新邵县北部、隆回县北部、洞口县西
部、绥宁县、新宁县南部、城步苗族自

治县；岳阳市平江县、汨罗市南部；益
阳市安化县东南部；郴州市北湖区南
部、苏仙区、桂阳县南部、宜章县南部、
永兴县、临武县、安仁县、资兴市；永州
市零陵区东部、祁阳县南部、东安县西
部、双牌县南部、道县、江永县西部、宁
远县南部、蓝山县南部、江华瑶族自治
县；怀化市溆浦县、会同县东北部、靖
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治县、
洪江市东部；娄底市娄星区东部、双峰
县东北部、新化县、涟源市等。

上述地区各级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加强防范突发性
地质灾害，做好险情和灾情速报，遇强
降水启动防灾预案。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发布
湘中及湘中以南大部分区域发生突发性

地质灾害风险较大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王琳）今天上午，省水利厅组
织应急、气象、水文等部门会商研判，
预计 4 日至 5 日湘中以南地区可能发
生暴雨洪水过程。

近期我省处于降雨集中期，6月 3
日 8 时至 4 日 8 时，株洲南部、衡阳东
部、郴州北部、永州和邵阳东部局地出
现暴雨，主要集中在茶陵、邵东、炎陵、
安仁、衡南等县市。气象部门预计：4
日，怀化南部、邵阳西部、长沙东南部、
株洲北部局地暴雨；5 日，永州南部、
株洲南部、郴州北部局地暴雨；6 日，
郴州、永州东部、株洲南部局地暴雨；7
日至 13日，雨带北抬，湘西、湘中及偏
北地区有一次持续性暴雨、大暴雨过
程，其中8日至9日局地可能出现特大
暴雨。

受强降雨影响，湘江下游部分支流
水位涨幅较大，湘江一级支流浏阳河

梨站 6月 3日 14时 55分出现 36.01

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36.00米），超
警时长1小时。湘资沅澧四水干流控制
站水位目前均在回落，但洞庭湖城陵矶
水位（4 日 8 时 26.04 米）正在上涨。其
余各河道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

预计至5日8时，湘江湘潭站32.5
米左右（警戒水位 38米），资水桃江站
34.1 米左右（警戒水位 39.2 米），沅水
桃源站 35.8 米左右（警戒水位 42.5
米），澧水石门站 51.5 米左右（警戒水
位 58.5 米），洞庭湖城陵矶站 26.2 米
左右（警戒水位32.5米）。

由于未来 10 天我省仍将处于降
雨集中期，会商会议提请相关地区高
度重视，全面保持防汛战时状态，强化
组织领导和措施落实，切实做好监测
预警、中小河流防御、山洪灾害防御、
水库和小水电站安全度汛等各项防范
应对工作，确保责任落实到位、方案预
案到位、监督管理到位、保障措施到
位，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湘中以南将发生暴雨洪水过程
相关地区要全面保持防汛战时状态

开栏的话

5 月 28 日，十三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
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宣告我
国“民法典时代”正式
到来。高空抛物追责、
见义勇为免责、个人信
息保护……作为“社会
生活的百科全书”，民
法典呼应社会关注，保
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化
解老百姓的烦心事。法
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为
让民法典走入千家万
户，从今天起，湖南日
报推出《打开民法典》
专栏，选取民法典中与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联
系紧密的部分条文，邀
请有关法律专家进行
解 读 ，以 推 进 法 典 精
神、法治理念、法律规
定深入人心。

生态农业美
6月 4日，新田县龙泉镇潭

田村生态农业产业园美丽如画。
近年，该村流转土地1060亩，采
用“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形式建设生态农业产业园，发
展农业生产、豆业加工、旅游休
闲，以旅游兴农、以农促旅，助力
乡村振兴。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郭立亮 摄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崔林）采自境内 10 条河湖的水
缓缓注入启动装置，象征绿色环保的希
望之树逐渐点亮，全场掌声雷动。6 月 3
日，株洲市 2020 年“6·5”环境日系列宣
传活动开幕。株洲市主要负责人表示，今
年该市将推进实施“四战两行动”，坚决
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四战两行动”，即蓝天保卫战、碧水
攻坚战、净土持久战、清水塘老工业区搬
迁改造攻坚战，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行动、国土绿化行动。今年，该市将重点
围绕加快推进清洁能源替代利用、狠抓重
点行业大气污染减排、打好柴油货车污染
治理攻坚战、强化扬尘污染治理管控、完
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等 12 个方面，
力保全年蓝天数达到 300天。同时，做好
清水塘搬迁改造“后半篇文章”，加快建成
建宁港金山污水处理厂及水环境综合治
理项目，大力推进 68 个建制镇污水处理
厂全覆盖，力争将渌水水质提升至Ⅱ类标
准，成为省级样板河。

株洲：“四战两行动”力保蓝天碧水
通讯员 夏玮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刘奕楠

时值首夏，日月清和，芳草葳蕤，
岳阳市湘阴县横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
腹地——慈场湖风景更是醉人。

登上洲滩，一片上千亩的金黄色
花海扑入眼帘，花儿在微风中摇曳。放
眼洲滩，青翠的洲滩与黄色的花朵交
相辉映，整个洲滩生机勃勃。

横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野外巡护
组巡护队员介绍，开着金黄色花朵的
水生植物是《诗经·周南·关雎》所说的
荇菜，是洞庭湖的原生物种，也是横岭
湖自然保护区旗舰物种——小天鹅的
主要食物来源。荇菜属浅水性植物，茎
细长柔软、匍匐生长；叶片形似睡莲、
小巧别致；花多且花期长。

但前些年，这片荇菜生长的地方，
还是一个违规围垦的矮围。那时，由于
少数人滥捕、滥杀、滥垦，横岭湖内的
野生动植物几乎没有了生存空间，湿
地生态系统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近两年来，湘阴县委、县政府壮
士断腕，打响横岭湖生态修复攻坚
战，欧美黑杨清理、矮围拆除、河湖禁
捕、渔民上岸、退耕还湿、湿地地表和
植被修复、打击非法猎捕等一系列专
项整治行动相继展开。

欧美黑杨逐步清除以及对湿地地

表的修复，使得原生植物迅速恢复，各
种食草动物的食物有了保障；拆除矮
围和退耕还湿，不仅为野生动物提供
了更加完整的繁衍栖息地，也大大减
少了人类活动对野生动植物的干扰和
破坏；全面禁捕的推行，使河湖鱼类资
源日渐增多，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更加
丰富的食物来源；上岸渔民的妥善安
置，向广大群众表明了党和政府对保
护生态环境的决心。

经过几年不懈努力，横岭湖自然
保护区生态环境得到了根本改善。到
2019 年年底，湘阴县横岭湖自然保护
区内共清理欧美黑杨 39630 亩，拆除
矮围48处52万米，安排渔民上岸2384
户，退耕还湿 2500 亩，完成湿地地表
修复11788亩，种植薹草、芦苇、轮叶黑
藻、苦草等各种原生植物近 200 万丛，
处理各类盗猎案件 200 余起，在县域
内所有河湖实现了全面禁捕。

湿地生态系统得以重建，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美丽画卷渐次展开。以
越冬候鸟为例，据东洞庭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调查显示，洞庭湖
2019 年越冬候鸟共逾 24.7 万羽，湘阴
县横岭湖自然保护区候鸟数量多达
20125 羽，刷新历史纪录，其中不乏小
天鹅、白鹤、青头潜鸭、东方白鹳、鸿
雁、小白额雁、白头鹤等国家级、世界
级濒危珍稀鸟类。

横岭湖：花繁草盛鸟飞回

湖南日报6月4日讯（通讯员 何云
松 记者 曹娴）初夏时节，益阳南县华阁镇
天然港村荷美流香。今年春季以来，全村
328亩“白水潭”（低洼田）全部栽种了太空
莲，并套养了“虾鳝龟鳖”，发展绿色养殖，
村民收益明显增加，美丽乡村绿色发展。

近几年，天然港村充分利用乡村喇
叭、宣传栏和微信等多种宣传载体，并成
立宣传组入户走访、广泛宣传，引导村民
在养殖小龙虾的“白水潭”中栽种太空
莲；同时号召村民以创建全国美丽乡村
为目标，为美丽家园尽责出力，大家从

“要我绿色”变成了“我要绿色”。
村民周易辉去年在50亩“白水潭”里尝

试栽种太空莲，套养了适量的小龙虾、黄鳝、
龟、鳖等。太空莲产量高，市场价格好，加上套
养的“虾鳝龟鳖”等多种高价值水产品，周易辉
去年底的纯收入达到20万元。初尝甜头后，他
今年将绿色养殖的面积扩大到了100亩。

一家成功，全村效仿。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村民扛起农具、整田蓄水，几百亩

“白水潭”在几天内全栽上了太空莲，今
年全村绿色养殖丰收在望。天然港村党
支部书记张唐云介绍，村里开展了“比绿
色面积、比年终收入”的“双比”活动，将
在年底对评选出来的优秀户给予表彰奖
励。明年预计全村还会有上千亩“光膀子
白水潭”（小龙虾养殖田）紧跟转型。

“白水潭”变“聚宝盆”
益阳南县天然港村引导村民发展绿色养殖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胡信
松 通讯员 付茜）环保意识从娃娃抓
起。今天，中建五局投资公司圭塘河
项目部的员工来到雨花区枫树山中
航城小学，围绕世界环境日主题开展

“爱上大自然，保护圭塘河”行动，以
此来提升小朋友的环保意识。

中建五局投资公司圭塘河项目
设计工程师严俏波通过现场讲解、
互动问答、视频动画等形式，用生
动活泼的图片、通俗易懂的语言，
给小朋友讲述保护圭塘河、治理圭
塘河的小故事。孩子们用纸做画，

描绘心中的圭塘河。在他们的世界
里，圭塘河的天很蓝、水很清、环境
优美。

枫树山中航城小学校长罗瑞表
示，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日常的教育
教学和生活实践之中，可以提高学生
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据了解，圭塘河井塘段城市双修
及海绵示范公园建设 PPP项目，是我
省首个集生态修复、城市修补的“双
修”项目，项目旨在保护圭塘河自然
资源、修复生态环境、推进海绵城市
建设、提升城市品位。

中建五局世界环境日宣传进校园

朗
木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周月
桂 通讯员 王晖）根据国务院关税税
则委员会发布的相关公告要求，第二
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二次排除清单
商品退税工作已经开始。长沙海关介
绍，我省约有50家企业可获得对美加
征关税排除退税，主要商品为镍合金
平板、螺栓螺钉等，预计可退还税款约
800万元。另据了解，自对美加征关税
商品排除退税政策实施以来，我省已
有 30 余家企业获得对美加征关税排
除退税约2240万元。

“这次预计可退税将近70万元，在
关键时刻帮助企业降低了生产成本。”
广汽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进
出口部门熊洁今天在海关完成了相关
退税申请资料提交。受中美贸易摩擦影

响，2018年以来，广汽菲亚特克莱斯勒
汽车有限公司从美国进口的汽车制造
用的紧固件，陆续被加征了5-10%的关
税。第二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二次排
除清单商品退税工作开始后，该公司立
即向星沙海关提交了退税申请，办理对
美加征关税排除退税手续。

长沙海关关税处负责人介绍，第
二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二次排除清
单共涉及 79 项商品，对清单所列商
品，自 2020 年 5 月 19 日至 2021 年 5
月 18 日，不再实施为反制美 301 措施
所加征的关税，此前已加征的关税税
款予以退还。长沙海关在公告下发后
立即梳理相关报关单，加强对企业的
政策宣讲和退税申报指导，帮助企业
办理相关退税手续。

湘企可再获退税800万元
长沙海关落实“对美加征关税排除退税”

政策，主要商品为镍合金平板、螺栓螺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