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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悦读

非法卖止咳水被抓，会受什
么处罚？

网友“鱼鳞会发光”：我朋友贩卖止咳
水，在现场被抓了，身上被搜出来八支止咳
水。请问，派出所会怎么处理这个事？

答：根据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公安部和
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将含可
待因复方口服液体制剂列入第二类精神药
品管理的公告》中的规定，含可待因复方口
服液体制剂（包括口服溶液剂、糖浆剂，俗
称“止咳水”）属于精神药品。非法贩卖止
咳水，已经涉嫌贩毒，具体会受到的刑罚应
当根据止咳水中精神药品的含量来确定。

（记者 尚迪）

老婆同意和我的情人住在一
起，我还算重婚吗？

网友“迷之刘海”：我老婆接受了我的
情人，现在我们三个人生活在一起。请问，
我不算重婚罪吧？

答：你与妻子结婚后，又与情人以夫妻
身份共同生活，即使你的妻子同意，你的行
为也构成重婚罪。不过，重婚案件是不告
不理的，如果没有人去控告你，法院不会主
动过问，你可能不会受到刑事处罚。但是，
三个人共同生活违反了《婚姻法》一夫一妻
制的规定，破坏了社会公序良俗，属于违法
行为，有一定的法律风险。（记者 尚迪）

把孩子送养了，能反悔吗？
网友“花眼镜”：你好，我以前未婚先

育，生下孩子后把孩子送养了，和对方签了
合同，还拿了对方4万元的补偿金。合同上
没有名字，只有手印。我现在很后悔，请问
怎样才能把孩子要回来？

答：《收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收养
人在被收养人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养关
系，但收养人、送养人双方协议解除的除
外，养子女年满十周岁以上的，应当征得本
人同意。”因此，你可以与对方协议解除收
养关系，把孩子要回来。但如果对方要求，
你要适当补偿对方在收养期间支出孩子的
生活费和教育费。 （记者 尚迪）

时事解析
□ 记者 尚迪
实习记者 张艺

电梯“吃人”，谁担责？
7 月 26 日上午 10 点 10 分，湖北省

荆州市沙市区安良百货内，31 岁的荆
州女子向柳娟和不满 3 岁的儿子经手
扶电梯上楼时，电梯踏板突然塌陷，在
向柳娟坠落电梯的瞬间，她双手托起
随行的孩子，孩子被站在电梯口的营
业员抱走获救，她自己却被卷入了电
梯里，9秒内便被电梯“吞噬”。当天下
午，她被消防人员救出时已经没有了
生命迹象。

向柳娟的家属称，当时 6 楼电梯
口旁无任何警示标志，也没有工作人
员进行劝阻。向柳娟快下电梯时，才
被 7 楼的工作人员提醒这个电梯有
故障。

7月 27日晚上 9点半，湖北省荆州
市安委会办公室主任、安监局局长、事
故调查组组长陈观鑫在事故新闻发布
会上说，事故发生 5 分钟前，该商场工
作人员发现电梯盖板有松动翘起现
象，但并未采取停梯检修等应急措施，
导致当事人踏在已松动翘起的盖板末
端时盖板发生翻转，坠入机房驱动站
内。初步认定，事故属安全责任事故。

事故视频一经发布，便引起了网友
的关注。在震惊、痛心的同时，不少人也
在思考，到底谁该为这起事故“埋单”？

责任划分：
商场难辞其咎，其他各

方依过错担责

河南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刚
说，根据《侵权责任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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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经营者对
经营场所内的设施负有安全维护义
务，对消费者的安全具有合理的、必要
的保障义务。如果经营者没有在合理
限度范围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就要
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

根据《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
若由于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第三方的人
身或财产损失，应由产品的生产者和
销售者对外承担连带责任。产品在维
修期间，或者产品具有隐性瑕疵、配套
设施本不完备的情况下发生事故，由

生产方或者销售方承担责任。
李刚认为，在此次事故中，商场发

现电梯有故障后，没有及时停运、维
修，也没有对故障作出提示，未尽到对
消费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和对电梯的维
护义务，应当对受害者承担侵权责
任。但是，李刚说，从目前证实的案件
事实来看，事故的原因还不能完全确
定，若此次事故是由于电梯维修公司
的维修或者行政机关安检不到位，则
由三方划分责任。若此次事故是由于
电梯本身配置的不合理，则可追究生
产商或销售商的责任。“一切以事实说
话，以证据为准。”李刚表示，要等事故
调查组掌握足够的证据后，依照证据
来判定责任。

网上争议：
营业员是否要承担责任

事故发生时的视频显示，向柳娟
从商场 6楼踏上“死亡电梯”时，7楼电
梯口站着的几位营业员看到了这一
幕，却没有及时制止。很多网友指责
这些营业员“明知道电梯有问题却不
提醒，眼睁睁看着悲剧发生”，认为这
些营业员对向柳娟的死也有责任。

李刚说，营业员只是在履行职务，
她们面对事故时的行为与她们平时所
受的培训息息相关。从视频中可以看
到，营业员不能理智、正确地应对商场
内发生的危机事件，反映了商场在安
全培训方面的缺失。

北京华泰（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完庆中认为，本案中，营业员不应承担
责任，她们没有保证商场人员安全的
法律义务。商场应加强对员工的安全
教育培训，以避免悲剧产生。

案件反思：
法人需加强安全意识与

法律意识

《河南省电梯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中明确规定电梯的使用单位要对电梯
的使用安全负责。电梯使用单位应当
安排具有相应资格的电梯安全管理人
员负责电梯的日常使用和管理工作，

在电梯、出入口的明显位置张贴安全
注意事项、安全使用标志，并在电梯
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时及时
通知维护保养单位消除故障或者异
常情况，在可能危及乘客安全的情况
下立即停止电梯运行，委托取得相应
许可的单位实施电梯的安装、改造、
修理和维护保养，制定电梯事故应急
专项预案，每年至少进行一次事故应
急演练。

完庆中说，我省制定电梯安全相
关法律法规，是为了加强电梯安全监
督管理工作，预防电梯事故，保障公民
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电梯安全要根
据法律法规的要求落到实处。使用单
位要加强法律、安全知识教育，质量技
术监督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从而避
免电梯“吃人”事件的发生。

李刚说，对于商场等公开营业场
所，加强法制宣传，培养安全防范意识
十分必要。安良商场作为法人，有义
务对自己的员工进行安全知识的培
训，使员工们懂得如何处理紧急事件，
减轻危害结果，从而加强公共场所的
安全保障。商场作为法人，要有自己
的法务部门，明白自己应承担的各项
法律责任。

夏先生原是鹤壁市某大型
国企的正科级干部，长期以来
一直与妻子有家庭矛盾，妻子
还闹到了夏先生单位。2012 年
10 月，夏先生单位宣传处的人
说要给夏先生调解家庭矛盾，
叫夏先生来办公室。夏先生到
办公室一看，发现调解现场不
仅有自己单位的人，还有几个
电视台的人在摆弄一些录像设
备。夏先生表示不愿上电视，
如 果 录 像 的 话 自 己 就 不 调 解
了。宣传处和电视台的人告诉

和妻子闹矛盾丢了职务，
怎么维权？□ 记者 尚迪

热线解答

他今天只是谈话，录像不会在电
视上播出来的。将信将疑的夏
先生接受了调解。

然而，一个月后，调解现场
的录像却在电视上播出了。节
目播出的第二天，夏先生就被单
位免去了职务，变成了一名普通
工人。后来，夏先生回老家，感
到老家的人在背后对他指指点
点。老家的亲戚告诉夏先生，他
参与调解的那期节目在 2013 年
8 月重播过。夏先生感到电视
台和单位宣传处的人骗了他，导

致他丢了职务，颜面尽失，他想知
道，现在自己还能采取什么补救
措施？

河南中亨律师事务所律师张
庆宇说，家庭矛盾涉及公民的隐
私，电视台没有经过夏先生的同
意，就对家庭矛盾的调解过程录
像，并在明知夏先生不同意的情
况下，将录像播放出来，侵犯了夏
先 生 的 隐 私 权 和 名 誉 权 。 根 据

《侵权法》的规定，电视台应当消
除影响，对夏先生赔礼道歉，并赔
偿其精神损失。

夏先生是正科级干部，如果属
于公务员编制，根据《行政机关公
务员处分条例》中的规定，公务员
有违反政治纪律，不尽赡养、抚养
义务，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包养情
人等行为的，可予以撤职处分。若
夏先生与妻子之间只是普通的家
庭矛盾，夏先生对自己受到的处分
不服，可以依照《公务员法》和《行
政监察法》的有关规定申请复核或
者申诉。如果他是合同制员工，则
可以到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要
求回复自己的职务。

撤职

备受瞩目的“中国饮料第一罐”
凉茶虚假宣传纠纷案有了终审结
果。7 月 28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发布消息，维持此前一审法院作
出的判决，加多宝（中国）公司被判
立即停止使用含有“加多宝凉茶连
续 7 年荣获‘中国饮料第一罐’”涉案
广告用语，刊登声明以消除影响，加
多宝（中国）公司、广东加多宝公司

赔偿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及
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共计 300万元。
（据新华社）

“中国饮料第一罐”
虚假宣传案终审落槌
加多宝被判赔偿3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