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 18日，一段越野车阻拦救护车
行进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传播，视频显
示，一辆白色奥迪越野车将一辆闪烁着
急救灯的救护车拦截在道路中央，不让
救护车继续前进。

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救护车倒车，
希望可以从越野车另一侧绕过去。但就
在救护车倒车的同时，越野车也开始倒
车，其车身始终保持着对救护车的阻
拦。在僵持了近两分钟之后，白色越野
车自行离去，救护车才得以继续前行。

11月20日下午，当地交警大队表示，
警方正在了解情况，目前尚未接到当事
人报案。当天稍晚时分，越野车驾驶员
迫于警方压力来到交警部门接受处理。

现实中，屡有关于救护车被恶意阻挡
的事件发生，我们在谴责公民错误行为时，
也应当理性地告知和宣传有关阻拦救护车
的法律责任，以提高公众救护生命的意识，
给急救车让出一条生命通道。

阻拦救护车应受行政处罚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救护

车施行告急使命时，可以利用警报器、标
记灯具，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受行驶
路线、行驶方向、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限
制，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若驾驶
人在看见此类特种车辆行驶时不予让
路，将遭到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惩罚。

《治安管理处罚法》也规定，阻碍执
行紧急任务的救护车等车辆通行的，处
警告或者 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
元以下罚款。

故意阻拦救护车致人死亡
或涉故意杀人罪

对于一名驾驶员来说，给急救车让

道当属常识，故意阻挠救护车救人，造成
严重后果的，应该追究驾驶员刑事责
任。若明知救护车里有病情严重的病
人，故意耽误病人抢救，致其死亡的，属
于刑法意义上的间接故意。如果阻拦行
为与死者的亡故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就
类似于“间接杀人”；如果两者有直接因
果关系，情节严重的，将构成故意杀人
罪。一经定罪，将面临至少三年以上的
有期徒刑。即便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也
很有可能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因此，
为救护车让行，不仅是道德上的责任，更
是法定的义务，切勿为了一时之气而酿
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如何避让救护车
虽然我国法律法规还有待完善，但避

让救护车，尊重生命，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从现在做起。当救护车上灯具闪烁、警报
器持续鸣笛时，就说明救护车在执行紧急
任务，其他机动车应当按下列规则让行：

若遇相对方向来的救护车，且道路
中心无物理隔离时，应当减速观察。如

救护车要左转弯或者借自己所在车道通
行，则停车让救护车先行。

同一路段，若驾车在救护车前方同
向行驶时，在救护车左右两侧的车辆，应
当减速，压低本车后方车辆速度，同时保
证本车前方车辆可向左右两侧让行，确
保救护车顺利通过。同向仅有两条车道
的，应向右侧避让，确保救护车在靠近中
间的一条车道通行。仅有一条车道的，
前车应当加速通过，有条件靠边停车的
应当及时靠边停车让行。有应急车道
的，不得在应急车道行驶。

在路口遇停止信号等待放行时，与
救护车同车道的前车应在保证行人安全
的前提下，依次驶过停止线靠右侧停下，
让救护车先行。同方向后车不得加速并
行、穿插、超越执行紧急任务救护车。

最后，如遇特殊情况，市民在避让救
护车时，必须变更车道或闯红灯的，可以
在交警部门备案，交警部门将根据市民
的备案，第一时间查看原始资料，确属按
法律规定让行的，一律不作为违法信息
采集。 （常成律师团）

●新蔡县中厂养殖农民专业合
作社税务登记证副本遗失，证号：
411729076810675，声明作废。
●驻马店市丽姿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税务登记证副本遗失，证号：
411729588584261，声明作废。
●沈丘县旭祥养殖专业合作社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624NA000950X，声明作废。
●王茹辉于2015年9月23在
驻马店爱克商业广场交款1000
元的票据（编号4329732）不慎
遗失，现声明作废。

综合分类
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网址：www.hnfzb.com

广告热线：0371-65526666 65978789 地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院

规格1×3.8cm/ 2×3.8cm/ 3×3.8cm 包月22期 包年每月30期

周一至周五天天出刊 覆盖全省 每天15点前定稿 次日见报 做声明公告免费送报纸

本栏目工作人员：朱顺玲 吕新景 田秀娥 只需一个电话，均可上门办理

敬告：本栏目信息所有手续都严格进
行审查，但不敢保证每条信息的真实
性，所有信息只作为双方交流平台，客
户交易前请审验相关证明文件和手
续，签订有效的法律合同，本报刊登内
容不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招 商

急招集装箱船员80名，跟单员，55岁以下，体
健，年薪丰厚，带薪年休三个月，签合同，办保
险，包吃住，免费办证即上岗 025-52333233

南京灵帆船舶管理有限公司

创办家庭玩具厂
本产品系新型儿童玩具，新颖奇特，45
变；产品供不应求。我方免费供应原
料，免费培训技术，提供设备，承担运输
和税收，上门收货，统一包装，每个加工
费2.8元，每人日获利130元左右，签合
同，交合作费980元,完成五千个产品此
款退回。组织十人加工，我方每月另付
管理费6000元，并预付加工费60%。

地址：洛阳市黄河路地久科技大厦室409室
玩具厂（洛阳站坐2路到黄河路下车）

13838889652（马工）0379一64873096

声明公告

在家也能挣钱

电话：13213079939 0371-56708823
郑州火车站乘966、32、B20路车到刘庄下车即到。

我厂加工丝带绣，珠绣，汽车沙
发坐垫等，现寻求女工并联营办分
厂。我厂免费提供原料和技术，上门
送货，现金结算加工费，每人每天可
挣100-130元，牵头人每月可得丰
厚管理费1-3万元。可预付加工费，
合同期1-5年。可法律公证。

注销公告

治皮肤顽癣好付款
13373937377

168
元

医 疗 ●偃师市嘉逸快捷酒店税务登记
证（豫地税登字410321197212
015017）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偃师市城关镇首阳路付晓鞋
业门市营业执照（41038160013
3766）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个体户朱朝营业执照正本（4114
21611056596）遗失，声明作废。
●个体户陈付忠营业执照正副本（41
1421611041563）遗失，声明作废。
● 公司名称变更声明

我公司郑重声明：本公司因
经营发展需要，经沁阳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核准，公司名称由原“沁
阳市森丰贸易有限公司”变更为
“沁阳市森丰商贸有限公司”。即
日起，公司将启用新的名称即“沁
阳市森丰商贸有限公司”对外开
展业务，原公司名称及相关印章
停止使用。请相关业务单位认
真核对甄别，以免上当造成损失，
否则，一切责任后果自负！

特此声明！
沁阳市森丰商贸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17日

●郸城县虎岗乡王庄小学组织
机构代码证副本遗失，证号：
094573909，声明作废。
●郸城县钱店镇后胡小学组织
机构代码证副本遗失，证号：
089503113，声明作废。
●郸城县虎岗乡杨庄小学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遗失，证号：
725827929，声明作废。
●焦作市奥鹏瓦楞纸板有限公
司动产抵押登记书（抵押人）遗
失，编号：2014041，声明作废。
●开封科隆流量仪表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证副本遗失，地税号：
410224572476506,声明作废。
● 股权转让声明
转让人：王凯、李洋；受让人：王赛
云、张亚楠

沁阳市森丰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号：410882008011382，因
公司发展需要，王凯将其持有的
占公司70%的股权转让给王赛
云，李洋将其持有的占公司30%
的股权转让给张亚楠，法定代表
人由王凯变为王赛云。本次股
权转让工商登记变更之前公司
所有债权债务由王凯、李洋全部
承担，与变更之后的公司无关。

特此声明！
声明人：王凯、王赛云、李洋、张亚楠

沁阳市森丰贸易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17日

●邓州市三帝木门经营部营业执
照正本丢失，注册号：41138162
9215615，声明作废。
●2014年2月27日出生的杨
依鑫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274210，声明作废
●2012年10月15日出生的李
燚龙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484839，声明作废。
●王桃叶位于汝州市骑岭乡土地
证丢失，证号：骑土字（1999）
12-1-12号，声明作废。

●耿治平购买鹤壁市淇滨区漓
江路漓江公馆小区6号楼8层
西户，合同号为 0607，现声明
该合同作废。 声明人：耿治平
鹤壁市业晟房产置业有限公司
●罗明忠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272
619620914001042B1，声明作废。
●新安县益达养殖场营业执照
副本丢失，注册号：410323600
140097，声明作废。
●2014年1月25日出生的康
起硕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596847，声明作废。
●2011年4月30日出生的万
鑫沛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I410439288，声明作废。
●许昌魏都平平塑料制品厂营
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4110
02013026217，声明作废。
●河南博文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组织机构代码证（35616028-
3）、营业执照（41069200002370
7）、税务登记证（41060235616
0283）正本均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恒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
东于11月16日决定解散公司，请
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潢川县新环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411526000021601）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
相关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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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提醒】

【新闻连连看】

【微观点】

在充话费的时候，总有人会记错了号码
或者输错了号码，把话费充到了别人的手机
上。充错电话费时，该怎么办呢？

双方调解协商
发现话费充错了之后，一定要及时联系

对方，跟对方商量好，看对方愿不愿意返还
话费。若对方不予回复或者不同意，一定要
保持冷静，可以及时和运营商的客服联系，
登记之后，客服会帮助你与对方沟通。

由运营商办理话费转移
对于一些特殊情形，比如错充的金额较

大，对方不愿意以充值的形式返还的，在对
方同意、系统允许的情况下，经官网或者营
业厅前台充值的话费可以进行实时调账，即
将错充的话费从对方账户调入充值者指定
账户，但是这种情况一般仅限于省内用户，
而且还得在一定的时间内、对方账户中余额
充足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起诉要求对方返还
对方收到错汇的钱和话费，不管数额多

少，都算不当得利。若双方不能协商的，或
者协商不成的，充错话费的一方可以起诉到
法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虽然从法律上来讲，不当得利者有归还
义务，但在实践中，操作起来难度较大。因
为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只知道受益用户的手
机号码，根本无法获知其个人信息。对于这
种情况，运营商的客服人员表示，基于对客
户隐私的保护，不能泄露受益用户的个人身
份，除非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但警方表示，
法律保护公民隐私权，即使是警方也不能随
意获取公民信息。由于不能获取到受益用
户的身份，所以律师也无法代理类似案件。
因此，最重要的还是小心谨慎，尽量减少此
类事件发生。

（法律快车）

故意阻拦救护车
话费错充别人手机
几招帮你挽回损失

@头条新闻：【外媒：中国富人花数
百万救狗背负严重债务】29岁的王岩曾
经营一家钢铁企业，这些年赚了不少
钱。三年前，爱犬失踪后，王岩便投身
于救助狗狗的事业中，他把几乎所有收
入都用在小动物救助基地、狗粮和为狗

狗提供医疗帮助上，先后花费数百万
元。也正因如此，王岩财富损失很大，
如今即将走上严重负债道路。

@猫鱼叔：救狗可以，花光家产也可
以，但请适可而止，量力而行，不要负重
债不还钱，那也是别人的血汗钱。

@无此账号：至少他出钱了，不像有
的人救狗一时爽，完事儿就不管了。他
负了多少债是他自己的事。

@勤劳的经：其实从现在的行情来
看，严重负债更可能是因为钢铁行业不
景气，不要赖在狗身上。

企业家花数百万救狗负债
网友：善举也应量力而行

司机算“间接杀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