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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济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搁
置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
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
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刘大承建赵利的房
屋，作为管理人，未提供证据证明
其不存在过错，应承担责任。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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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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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利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施
工资质的个人，存在选任过失，对
原告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依据双方过错程度，刘大承
担80%的责任，赵利承担20%的
责任为宜。由于刘大前期已垫付
部分医疗费，最终判决刘大与赵
利各赔付乔女士2万余元。

法官张海燕提醒，根据我国
侵权责任法规定，高空坠物作为
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属过错推定

责任，只要不能证明自己无错，就
要担责。为此提醒建筑物所有
者、管理者等采取必要的风险防
护措施，定期进行检查更换，并在
现场摆放安全提示牌、警示标志
等物品，对往来人员进行风险提
示。同时也提醒市民，一旦遭遇

“高空坠物”导致人身或财产损
害，一定要注意保护好现场，有条
件的情况下尽量对现场情况进行
拍照等，留存好坠物的形状及大
小、财物受损害程度等关键性证
据，从而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走路看手机被砸伤，自己担责吗?
法院判决：高空坠物属过错推定责任，发包方、施工方均要赔偿
□记者 段伟朵 通讯员 鲁维佳

核心提示 | 低头看着手机从一幢在建民房旁路过，却突然被从天而降的一块木板砸伤，在郑州
市惠济区上班的乔女士很“受伤”。追责之际，谁该为伤情负责？是工程的施工方还是房主？昨日，
记者从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了解到，该案近日审判给出了答案，高空坠物属过错推定责任，所有
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判决此案施工方与发包
方分别担责80%与20%。

【事件】祸从天降，她被4楼掉落的木板砸晕

现年27岁的乔女士在郑州
一家公司做文员。

2016年4月的一天清晨，乔
女士从家出发，准备去公司上
班。就在她像往常一样从路旁的
一幢在建民房旁经过时，4楼一块
木板突然坠落，砸中了乔女士，她
被砸晕在地，压在木板下。

苏醒后，乔女士摸出随身携
带的手机，给一同租房的室友打
了求救电话。室友很快赶到现
场，并邀请几名围观群众一起，将
木板从乔女士身上挪开。随后，
乔女士被送往郑大一附院，被诊
断为左尺桡骨骨折、头颅外伤。
乔女士为此住院8天，花去了近9

万元的诊疗费用。
乔女士住院期间，建房的包

工头刘大（化名）垫付了近6万元
的治疗费用。可针对后续诊疗费
用及赔偿事宜，乔女士多次找到
刘大及工程发包方赵利（化名）协
商，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争议】路过时拿着手机，被砸者是否有过错？

无奈之下，乔女士一纸诉状
将刘大、赵利告到了法院，请求二
人赔偿其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
等共计4万余元。

被告赵利认为，自己是受人
委托与刘大签合同的人，涉案宅
基地系他人所有，法律后果应由

宅基地所有人承担，建房工程交
由刘大承揽，本身没有过错，出了
差错应由承揽人承担赔偿责任；
此外，原告乔女士在施工区域通
过时正在玩手机，未注意安全，自
身有过错。

被告刘大却表示，自己是与

赵利签合同承揽这项建筑，两人
都应当承担责任，但自己事发后
第一时间对乔女士进行救助，垫
付5.9万元医疗费，已超过了应承
担的责任。乔女士未注意安全，
应当承担一定责任。

【判决】高空坠物属于特殊侵权行为，发包方与承建方应担责

本报讯 昨天上午，郑州南四
环贾鲁河大桥向东约200米处，
一辆面包车撞上一辆电动三轮
车，导致电动三轮车女车主当场
身亡。因昨日的事故，南四环该
路段出现长达1个小时的交通拥
堵。目前，警方仍在对事故原因
进行调查取证中。

当天上午，在南四环贾鲁河
大桥北半幅快车道上，一辆黄色
电动三轮车被撞散架，车篷帆布
被撞得支离破碎；距电动三轮车
约5米处，一辆面包车的右半个
车头已严重变形，车灯与部分车
体的碎片散落一地。一名40多
岁女子躺在地上，旁边是一摊鲜
血，还有该女子的红色绒帽和眼
镜。

据面包车司机王先生称，他
家住在西四环的马寨附近，车上
拉了一车树苗，准备回家往地里
种。昨日早上8点40分许，他开
着面包车沿南四环由东向西行
驶，“远远看到一辆电动摩托车，
身后跟着一辆电动三轮车，俩车
逆行，忽然变道由北向南横穿马
路。”王先生说，当他看到俩车准

备横穿马路时，他赶快避让，但为
时已晚。前面行驶的电动摩托车
躲了过去，跟在后面的电动三轮
车却被撞上了。

据现场一名自称死者女儿的
20多岁女子介绍，昨天早上，家里
的电动摩托车出了毛病，她准备
去修，但母亲不放心，就陪她一起
去修。她骑电动摩托车行驶在
前，母亲骑电动三轮车跟在身后，

“谁也没想到，横穿马路时，咋就
出了事故。”她哭着说。

随后120赶到现场，立即对
女子进行抢救，但最终未能挽救
女子的生命。目前，面包车司机
王先生已被控制，事故具体原因，
警方仍在进一步调查取证。
线索提供 岳先生 线索奖 100
元
新闻热线 0371-96211

一场车祸，一女子不幸身亡

□记者 田育臣 文图

区域 结婚（对） 离婚（对） 补结（对） 补离（人）

金水区 204 179 56 14
中原区 115 79 46 3
二七区 107 68 46 7
管城区 69 44 42 3
惠济区 61 28 12 2
郑东新区 48 30 10 1
高新区 33 11 19 1
经开区 17 13 8 0
上街区 19 11 6 0
航港区 9 6 4 0
（感谢郑州市民政局及各区婚姻登记中心提供数据支持）

没等到正月十五闹元宵
不少夫妇闹离婚

本报讯 从2月3日到2
月10日，郑州市各区有682
对新人前往婚姻登记部门
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同时，
有469对夫妇办理离婚手
续，分道扬镳，还有249对
夫妇补领结婚证，31人补领
离婚证。

“每年春节长假后，来
离婚的夫妇都比平时多。”
婚姻登记部门工作人员表
示，和平时有一些夫妇为了
办事儿来“假离婚”不同，春
节后来离婚的夫妇，一看脸
色就知道，是真闹了矛盾要
离婚。其中，有一位男子和
妻子闹离婚，是因为和妻子
结婚好几年，对方每年春节
都不愿跟他回老家过春节，
让他觉得伤自尊，在老家人
面前抬不起头来，闹起了离
婚……

本该阖家欢乐的春节，

为啥让一些人婚姻的小船
说翻就翻？在工作人员看
来，一方面是因为春节期间
家庭琐事、亲戚往来等事务
繁多，容易让人心累，产生
矛盾，对夫妻关系是一种考
验。另一方面，也和一些夫
妻平时就有隔阂有关，平时
各自工作忙碌，缺乏有效的
沟通，日常的不满、怨气就
沉淀下来，日积月累，等到
春节事多心累时矛盾升级，
很容易在春节后“大爆发”。

据了解，春节后办理离
婚手续的人群中，有相当一
部分是个性十足、不肯将就
的年轻人。一位提出离婚
的年轻女孩说，春节期间，
夫妻俩在过年该给父母和
亲戚家孩子多大红包方面
有分歧，闹得很不愉快，她
不想再“受委屈”，索性提出
离婚。

□记者 蔡君彦

本报讯“降了吗？没
感觉呀？”当王琦听说郑州
房价降了不少后，惊奇地
说。昨日，郑州市房管局发
布2017年1月房地产市场
数据，其中商品住宅均价环
比下降859元/平方米。

王琦告诉记者，从过年
上班之后，他就开始看房
子，但是身边在三环以内低
于 13000 元/平方米的房
子，几乎没有，当得知房价
下降800多元后，“一点感
觉都没，售楼处房子还是那
么贵啊，降价的楼盘都在哪
呢？”

根据数据显示，1月份，
郑州市区商品住宅批准预
售面积77.35万平方米，环
比上月批准预售面积，下降

了六成左右；其中商品住宅
销售5546套，销售均价为
9586元/平方米，环比下降
859元/平方米。

相比新建商品住宅下
降的势头，二手住宅价格不
降反升，住宅二手房共成交
4236套，成交面积40.31万
平方米，成交均价 10757
元/平方米，环比上涨 428
元/平方米。

有业内人士表示，1月
份开发商全年销售节点已
经结束，供货量并不会计划
太多，价格的下降和近期预
售备案楼盘较少有关，二手
房成交数据具有一定程度
上的滞后性，显示的应该是
去年11月份左右的市场价
格。

车祸现场

郑州市房管局发布
1月份房地产市场数据
□记者 吴俊池

wee 一周聚散离合数据

事发南四环贾鲁河大桥附近，事故造成该路段1小时拥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