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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游湖溺亡 景区称已尽责
七峰山生态旅游区声明称 游客两次不听保安劝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启朝 通讯员 程海舟

核心提示 | 近日，河南省方城县七峰山生态旅游区发生一起溺亡事
故。事发 4 天后景区称，溺亡者下湖游泳不听劝阻，景区尽到了应尽的义
务和责任。

事件 |
七峰山景区一男子游泳溺亡 景区称不听劝阻
6 月 7 日下午 1 点 30 分左右，南阳
的钩机维修工崔某和老板去景区找朋
友说事，崔某在七峰山景区的斑鸠湖
边乘凉时下水洗澡，景区安保和救援
人员驾驶快艇赶到时，崔某快速沉入
湖底并最终溺亡。
记者向当地旅游和宣传部门求
证，工作人员表示以情况说明为准。
时隔 4 日后，七峰山生态旅游区对外发
布情况说明。
情况说明称，事发斑鸠湖于 2017
年 7 月开始建设，目前基本建成，该湖
主要用于防洪和旅游观光。意外溺亡
者崔某，男，22 岁，系南阳一钩机维修
工。当天上午，崔某随其老板王某 A
在方城县拐河修理钩机。据王某 A
讲，他们在拐河修完钩机后，想顺便去
七峰山景区内找钩机老板王某 B 说点
事。他们碰面已是中午 12 点多。
情况说明介绍，崔某在和王某 A、
王某 B 于湖边乘涼的时候，要脱衣服

下湖洗澡，被两人以及景区值班保安
郭某等人制止。崔某不听劝阻，偷偷
又换地方下水，被景区安保人员发现
后大声制止，崔某不听劝阻继续往湖
中间游去。见此情景，景区救援队伍
及时发动救援快艇和木船对其实施救
援，就在接近崔某时，他快速沉入湖
底，
最终造成溺亡。
事件发生后，景区及时组织救援
队伍对其实施不间断搜救，并报警向
蓝天救援队求救。当晩 12 时许，遗体
被打捞上岸。
情况说明称，该景区在湖周边均
设有“水深危险、禁止戏水、禁止游泳”
等安全警示标志;当崔某下水时，值班
保安对其危险行为进行了及时制止;
在危险发生后，景区又积极对其进行
救援。七峰山景区尽到了自己应尽的
义务和责任。

故中，如果有证据证实景区的人多次
提醒，且在发现危险后随即进行救援，
景区已经尽到安全保障和提示义务，
不用承担侵权责任中的赔偿义务，最
多承担不超过百分之五的人道意义上
的补偿义务。另外，崔某向湖中游去
时，是否已经溺水呼救？救援人员驾
驶船只赶去救援还是去驱赶？这些还
存有疑问，一切应以警方调查为准。
同时，崔某溺亡时候是和雇主在
工作的间隙，崔某家属可以根据侵权
责任法和工伤保险条例要求雇主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从而获得相应的赔
偿。

链接

漂流游客擅自游泳不幸溺亡
池州一景区被判赔偿 21 万
到景区河中漂流，无视警告，不听
同行人劝阻，擅自下河游泳不慎溺水
身亡。今年 1 月份，安徽省石台县法
院对此案作出判决，因景区在事故发
生后的救援及时性和有效性方面存在
不足，
承担三成责任。
2016 年 8 月 19 日，原告父亲牛某
随朋友一起到被告秋浦河旅游公司经
营的秋浦河景区漂流，漂流至景区中
段时，牛某下水游泳。11 时许，同行
人员发现牛某危险，同行人员报警并
喊人施救，后景区工作人员及警察相
继赶到现场，但因事发水域有漩涡而
无人敢下水施救。次日凌晨零时许，
通过专业打捞队才将牛某的尸体打捞
起来。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故诉至
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秋浦河旅
游公司所经营的秋浦河漂流是经过审
批的景区娱乐项目，在入口处有醒目
禁止下河游泳警示牌，并且要求每个
游客穿戴好救生衣才能漂流，在漂流
途中安排了工作人员反复警告游客不

采用虚假女性身份 以网上交友之名引诱受害人

专案民警押解 127 名嫌疑人返回鹤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蒋玉河 文图

说法｜
景区免责需证据 死者家属可要求雇主赔偿
河南雷雨律师事务所律师毕丰党
说，虽然景区做出了有利于自己的情
况说明，但该说明不能证明景区完全
能够免责，至于是否承担责任及承担
责任的大小，若双方不能达成合意解
决，可通过法律途径由法院做出责任
认定及是否赔偿、赔偿多少的司法判
定。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告诉记
者，景区应当提供其已经尽到了安全
警示和安全保障义务的视频录像或证
人证言等证据，只凭一方的一份说明，
不足以证实其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
务，不再承担赔偿责任。在该溺亡事

127 名电信诈骗嫌犯被抓

准下河游泳，该公司已尽到足够的安
全保障义务，而牛某作为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成年人无视警告，擅自脱去
救生衣下河游泳导致溺水身亡，应自
己承担主要责任；秋浦河旅游公司虽
然在工作过程中尽到了足够的安全保
障义务，但在事故发生后的救援及时
性和有效性方面存在不足，应承担相
应的次要责任赔偿 212606.85 元。
法官认为：娱乐场所管理人所负
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法律明确规定的，
但应以足够为限，而不应无限放大，否
则有失公允，法院对其是否尽到保障
义务应做全面性、合理性的评价和判
断，以此来确定其应承担的责任；对于
受害人自身有过错的也应分析其过错
程度来决定其应承担的责任，使损害
结果的承担公正合理；公众责任险也
是一种责任保险，同样适用《保险法》
六十五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可以作为
侵权案件中的适格被告直接承担赔偿
责任。
据池州日报

本报讯 6 月 13 日，由公安部督办、鹤壁
市公安局办理的电信诈骗案件成功告破！
经过鹤壁警方对该案件线索的研判分
析，并缜密追踪侦查，最终确定该诈骗窝点
位于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某大厦。
该犯罪团伙成员采用虚假女性身份，以
网上交友的名义引诱受害人，在网上投资虚
构的红酒平台实施诈骗。
确定具体位置后，鹤壁市公安局反诈中

心、浚县公安局于 6 月 11 日派遣 200 多警
力，分乘 5 辆宇通大巴轿车、3 辆运兵车、3 辆
指挥车赴南京执行抓捕任务。
6 月 12 日中午，鹤壁警方成功端掉该窝
点，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 127 名，扣押涉案
奔 驰 汽 车 一 辆、电 脑 140 余 台 ，作 案 手 机
240 余部，
冻结涉案资金 205 万元。
专案民警于 6 月 12 日下午押解嫌疑人
返回鹤壁，于 6 月 13 日凌晨 5 时全部抵达鹤
壁市浚县。据介绍，该案开创了浚县公安局
赴外省大兵团作战的历史，也刷新了鹤壁市
同类案件抓获人数的记录。

“送欢乐下基层”活动走进新县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胡巨成 通讯员 刘 “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以“文化惠民、文化为
宏冰 李子耀
民、文化乐民”为宗旨，致力于服务老少边穷
地区，让基层群众分享国家文化发展成果的
本报讯 6 月 11 日至 13 日，由中国文
同时，鼓励、支持艺术家通过深入基层，创作
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和河
出更多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
南省委宣传部主办的“ 情系新县·致敬英
中国文联文艺志愿者服务团除了送来
雄”——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送欢乐
一场精彩纷呈的大型综合文艺演出外，他们
下基层”慰问演出、文艺培训等活动在新县
还组成多个演出小分队，把文艺节目送到田
举行。
间地头。他们还分为书法、音乐、舞蹈三个
由多位中国著名艺术家组成的中国文
文艺服务组，分别来到大别山露营公园和新
县宏桥小学，
开展针对性的指导培训服务。
艺志愿服务团，来到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
大别山老区群众中间，在炎炎夏日中为他们
演出服务之余，艺术家们还向鄂豫皖苏
送来一场滋润心田的精彩文艺演出和贴心
区首府烈士陵园敬献了花篮，缅怀和回顾了
的文艺服务。
老区革命先烈事迹，并分别前往鄂豫皖分局
“送欢乐下基层”是中国文联的一个重
旧址、许世友将军故里等红色革命遗迹参观
要文化惠民品牌，从 2006 年创办起，就坚持
采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