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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法：高空坠物是“悬
在城市上空的痛”，也许很
多人认为，随手扔出窗外的
东西很轻，应该不会砸伤
人，也有些人明知建筑物存
在不安全情况而漠视翻新
管理，心存侥幸。

高空坠物伤害有多
大？一枚鸡蛋，从4楼抛下
来会让人头部起肿包，从8
楼抛下来就可以让人头皮
破损，从18楼高扔下来就
可以砸破头骨，从25楼抛
下可使人当场死亡。

高空抛物有什么样的
法律后果呢？

大河法律服务团律师
提醒，高空抛物，如果抛物
行为致人死亡，则涉嫌过失
致人死亡罪，并要依法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
十三条，有关过失致人死亡
罪是这样规定的：过失致人
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本
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如果抛物行为致人损
伤，则依法要承担民事赔偿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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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
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
理费、交通费等治疗和康复
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
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
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
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
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
费和死亡赔偿金。

大河法律服务团律师
点评：

刑法中的诈骗，就是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或者
隐瞒事实，骗取财物的行
为。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
罪。

我国《刑法》规定：诈
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
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
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或者没收财产。

本案中，“朱机长”虚构
自己是航空公司机长，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多名女
性钱财高达 150 多万元。
根据北京市经济犯罪案件
量刑标准，他将会被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

本案还有一个警示，九
名被害人只有娜娜一人报
警，其他人或是害怕丢人，
或是担心破不了案，不能追
回损失，均采取了忍气吞声
的态度。这恰恰助长了骗
子的嚣张气焰。

在此提醒，交友需谨
慎，尤其是大龄单身又有一
定经济实力的女性朋友，一
定要多方核实对方的真实
身份，对于对方非正常索要
钱财的行为，一定要果断拒
绝。一旦发现被骗，要及时
报警。心存疑惑拿不定主
意时可求助律师。

近日，河南、广东、宁夏、
山西、浙江、山东、四川等全
国多地全面开展清理整治不
规范地名工作，对居民区、大
型建筑物和道路、街巷等地
名中存在的“大、洋、怪、重”
等不规范地名，进行规范化、
标准化处理。近日，民政部
要求各地要稳妥推进清理整
治不规范地名工作。然而问
题来了，小区改名以后，业主
的房产证怎么办？

大河法律服务团律师
点评:

根据我国《房屋登记办
法》规定，房屋坐落的街道、
门牌号或房屋名称变更的，
应当办理变更登记。

《房屋登记办法》第三

十六条规定，发生下列情形
之一的，权利人应当在有关
法律文件生效或者事实发
生后申请房屋所有权变更
登记：

（一）房屋所有权人的
姓名或者名称变更的；

（二）房屋坐落的街道、
门牌号或者房屋名称变更
的；

（三）房屋面积增加或
者减少的；

（四）同一所有权人分
割、合并房屋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情形。

那么，身份证、户口簿
上的信息是否需要变更
呢？

由于身份证、户口簿登
记的地址与小区名称密切
相关，如果小区名称变更，
需要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
需变更的内容。我国《户口
登记条例》第十七条户口规
定，登记的内容需要变更或
者更正的时候，由户主或者
本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
户口登记机关审查属实后
予以变更或者更正。

户口登记机关认为必
要的时候，可以向申请人索
取有关变更或者更正的证
明。

依照法律规定，小区的
开发商应该先向住建房管部
门申报名称和公安机关申报
小区地址，然后办理备案。

从天而降杠铃片、瓷砖、玻璃窗、鹅、水泥栏杆……

痛心！屡见高空坠物伤人
6月22日，深圳一女子

经过南山地铁站出口时，突
然被空中坠落物体砸中倒
地，头部血流不止。随后，
据“@深圳南山公安”通报，
经初步调查，王某（女，32岁）
在光彩新世纪家园小区家中
打扫卫生时不慎导致一块健
身用杠铃片坠落，致路人李
某（女，36岁）头部受伤。李
某已被送医治疗，无生命危
险。目前，王某已被带回派
出所接受调查，警方正在积
极全面取证，依法处理。

就在6月18日下午，江
西南昌也发生了一起高空
坠物伤人事故，坠落物为瓷
砖！江西南昌进贤县军湖
路与舒芬街交会处，一名小
女孩被菜市场楼房 6 楼掉

落的墙面瓷砖砸到了头部，
已送往医院抢救。目前，不
确定瓷砖是自然脱落还是
人为抛掷。

类似的高空坠物事件，
近年来时有发生：

2019年6月19日，江苏
南京鼓楼区发生一起高空
坠物事件，一名放学回家的
10 岁女童在家门口被砸伤
头部。后经紧急救治和急
诊手术，女童各项生命体征
才平稳。

2019年6月13日，广东
深圳一小区高空坠落玻璃
窗砸伤五岁男童头部，16日
上 午 男 童 因 抢 救 无 效 死
亡。半个多月前，事发小区
还曾发生另一起高空坠物
事件。

2019年4月21日，贵州
黔南“骑电动车女子被从天
而降大鹅砸倒”视频热传。
22 日记者从龙坪派出所获
悉，该鹅养在楼顶，事后鹅
主人现身做经济赔偿，被砸
女子身体情况稳定。

2019年4月20日，江西
共青城市南湖大道金茂广
场红绿灯附近发生一起悲
剧，一名女子在逛街时被路
边店面屋顶坠落的水泥栏
杆砸中，虽经医院抢救，最
终还是不幸离世。

2019 年 4 月 2 日，江西
南昌市西湖区朝阳新城观
洲小区里，一辆共享单车竟
然从天而降，一位老人不幸
被砸身亡。

据相关报道整理

小区改名，
房产证、身份证要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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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飞机的男朋友
竟然是骗子

最近媒体报道了一起
诈骗案值得单身男女警醒。

娜娜(化名)形象好气
质佳，在北京一外企任高
管，结束了短暂的婚姻，目
前单身。父母整天催婚，娜
娜不胜其烦，加上内心也渴
望婚姻生活，就在某婚介网
站花3万元注册了会员。

某日，婚介公司组织聚
会，夜场高潮之际，主持人
宣布一名神秘嘉宾将要登
场。顷刻间，一位身穿航空
公司机长制服的小伙子登
场，这位小伙子普通话标
准，自我介绍叫朱然，在某
某著名航空公司任机长职
务，刚从国外某机场飞回
来，驾驶波音飞机，年薪百
万，和前妻离婚，一女孩儿
由前妻抚养，目前单身，希
望能认识一位善良的女性
做女朋友。娜娜怦然心动，
双方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第二天，朱然就联系娜
娜，从此对娜娜紧追不放，
说自己因离婚，将财产全部
给了前妻，自己仅留一套房
子。两人的感情日益升温，
朱然时常给娜娜发来自己
在飞机驾驶舱以及全球各
大机场的照片，娜娜对此深
信不疑。

一日，朱然给娜娜打来
视频电话，说自己的母亲病
重，正在ICU病房抢救，自
己仅有的几万元积蓄也被
套牢在理财产品上，请求娜
娜暂借给他两万元抢救母
亲，并且视频里确实是在医
院。娜娜想，哪有拿自己母
亲开玩笑的？就信以为真，
转过去两万元。过了一段
时间，朱然又以各种理由向
娜娜借了八万元钱。此后，
朱然就像人间蒸发一样，再
也联系不上。

娜娜逐渐意识到自己
可能受骗了，就上网搜索。
这一搜不要紧，发现网上已
有女性发微博控诉这位“机
长”，娜娜马上报警。警方
经侦查，查明了这个所谓的
机长，原来是有诈骗前科的
社会闲散人员，以前还因诈
骗被判刑。在娜娜之前，已
经有8名女性上当受骗，其
中张女士被骗最多，高达
40万元。“朱机长”共诈骗9
名女性，合计 150 余万元。
而他发给娜娜的照片，是在
航空俱乐部玩时拍摄的照
片，“机舱”是航空俱乐部模
拟驾驶舱，加上 P 图，哄得
娜娜信以为真。

据相关报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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