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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郑州益昌晟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103053357396X）经股东会

决议即日起解散，本公司已成立清算

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本公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市场服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务
广告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招商公告
因经营需要，河南交投服

务区管理有限公司鹤壁服务区
拟引进全国餐饮连锁知名企业
品牌项目招商。
1.有意向企业请于登报之日起5
个工作日内报名（详情咨询）。
2.联系人：王浩0392-7771357

13523927365
纪检委员：郑 臣 15839885921

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渑池西停车区北区、渑池
西停车区南区、三门峡服务区、灵宝服务区拟分别处置一批报废
国有资产，现公开竞价。处置报废资产工作上级单位已批准实
施。竞价招标采用先资格审查，后报价方式进行。符合条件的
收购公司达到3家以上（含三家）后组织实地看货，收购公司根据
报废资产实物进行报价。现将资产竞价处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资产一批（以实际看货为准）
二、处置方式

整批报废资产竞价，价高者得。竞得者在缴清中标货款
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到下属服务区自提。

三、竞价公司的资格要求
竞价人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注册且拥有回收资格的公司。《营业执照》等证明须在合格
有效期内。
1、请在公告时间2019年8月23日-8月29日内，到所属服
务区领取竞标资料。
2、连霍高速765公里处渑池西停车区北区 马经理13598633951
连霍高速769公里处渑池西停车区南区 马部长13703817523
连霍高速816公里处三门峡服务区 王部长18839880919
连霍高速864公里处灵宝服务区 秦会计18838876678

3、服务区所在党支部纪检委员：杜兰15939908588
2019年8月23日

高速公路服务区报废资产竞价公告

高空抛物带来“城市之
痛”，谁来“埋单”？

近日来，连续多起高
空抛物事件，让悬在头顶
上的安全，再度热议。其
中，7月初，郑州市某小区
一13岁男孩从高层扔下2
个灭火器，虽然没有造成
人员伤亡，却砸坏地面和
一辆电动车，点燃了全楼
居民的怒火，虽然男孩及
家人贴出了道歉信，但多

名业主纷纷要求他们全家
搬离小区。这次扔灭火
器，下次心血来潮，说不定
还会扔啥，这次万幸没砸
伤人，下一次呢？

一个小区的纠纷，映
射的是高空抛物带来的

“城市之痛”。
如果说这起事件的本

质多是对未来的担忧，那
么郑州市金水区一起案
例，则进入了司法审判程
序。

因为高空抛物致人受
伤，郑州市金水区整栋楼
业主先后两度成为被告。
最近一次则是7月份，郑州
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将公告
贴在了小区内，引发热议。

2016年11月，一男孩
被该小区23号楼上飞下来
的几块小石头砸中，导致
左眼被砸伤。由于找不到
肇事者，男孩家人把23号
楼300多户业主以及物业
公司全部起诉了。2018年
7月，法院判决303户业主
以及物业公司赔偿12万余
元。

由于后续赔偿问题，
才有了二次起诉。

男孩家人状告整栋楼
业主的法律依据，正是侵
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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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空抛物伤人到底要
负啥责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发言人一次讲清

21日上午，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
伟详细剖析了高空抛物、
坠物伤人背后的法律责
任。

臧铁伟介绍，我国现
行的法律从刑事责任、行
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等方面
做了非常全面明确的规
定。

首先，这类行为是有
可能构成犯罪的，我国刑
法虽然没有专门规定高空
抛物的罪名，但是对于以
故意杀人、伤人为目的进
行抛物的，有可能构成故
意杀人罪或是故意伤害
罪。对于高空抛物过失致
人死亡或致人重伤的，也
有可能构成过失致人死亡
或过失致人伤害罪。对于
高空抛物行为危害不特定

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的，还可以按照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相关罪名
追究刑事责任。

如果尚未构成刑事犯
罪的，也要依据现在的治
安管理处罚法、建筑法、安
全生产法等法律规定，考
虑追究行政方面的责任。
比如，治安管理处罚法规
定，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
人身安全、故意损坏公私
财物的，要给予治安拘留。

追究刑事责任和行政
责任，并不能免除行为人
的民事责任，在民事责任
的承担方面，现行的侵权
责任法第85条、第87条也
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

对这个问题，最关键
的一个难点主要在于要及
时准确地查明责任人，也
就是高空抛物和坠物的责
任人，这就要求公安机关
等相关机关及时调查、认
真查清责任人。要充分发
挥法律的威慑作用，查明
责任人之后，该承担什么
责任就要承担什么责任，
严格执法。

另外，还要提高建筑
物设计施工的质量，提高
公民的素质，切实减少高
空抛物和坠物情况的发
生。

本报讯 22日，基本医疗卫生与
健康促进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提
请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
会议第三次审议，草案加大了对医疗
卫生机构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
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
康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
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
所得五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违
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违反本法规定，伪造、变造、买卖、
出租、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五倍以上十五倍以下的罚款；违法
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情
节严重的，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有此4类行为：（一）政府举办的
医疗卫生机构与其他组织投资设立非
独立法人资格的医疗卫生机构；（二）
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与社会资本
合作举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三）
医疗卫生机构对外出租、承包医疗科
室；（四）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机构向出
资人分配收益之一的，将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二倍
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
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处分。

本报讯 8月22日，《药品管理法
（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
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再度关注药品的网络销
售，此次提交审议的修订草案明确：药
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经营企业通
过网络销售药品，应当遵守本法药品
经营的有关规定。疫苗、血液制品、麻
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
放射性药品等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药
品不得在网上销售。

民事责任方面，此次提请审议的草案对侵权责任法“87条”作出了修改。
修改后的相关条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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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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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的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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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除了该条款，草案还有其
他几项重要修改。

经调查难以确定侵权人的，才适用“87条”

疫苗等特殊药物
不得网购拟入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特派北京记者
段伟朵

守护头顶安全 亦不能委屈无辜者
高空抛物侵权条款拟修改，经调查难以确定侵权人的，才适用“87条”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特派北京记者 段伟朵

高空抛物，最近再度
受到热议。抛出物也越
来越奇葩，灭火器、铁锅、
菜刀等纷纷加入“抛物家
族”，令路人胆寒。能否
加大追责力度，让抛物者
不能有恃无恐成为热议
话题。目前，关于高空抛
物民事责任追偿的依据，
是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
而正在审议的民法典侵
权责任编草案前两次审
议均保持了现行规定。
22日，民法典侵权责任编
草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
议第三次审议，针对“头
顶上的安全”，草案作出
回应。

医疗机构不得
对外出租科室
最高拟处违法所得10倍罚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特派北京记者
段伟朵

看点

延伸
完善“自甘风险”，
将范围缩小到“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修改前
自愿参加具有危险性的活动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

求他人承担侵权责任，但是他人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的除外；活动组织者的责任适用安全保障责任的规定。

修改后
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

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
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此
外，草案明确，如果活动组织者为学校等教育机构，应当适用
学校等教育机构在学生受到人身损害时的相关责任规定。

情况紧迫可实施“自助行为”，
进一步严格其适用条件

修改前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

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的，受害人可以在
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
措施，并在事后立即请求国家机关处理。

修改后
增加：“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权益

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才可以实施自
助行为。

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