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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一个家长参加女儿学校举办的亲
子趣味运动会，没想到活动中不慎摔倒造成
骨折，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记者近日获
悉，家长将学校起诉到法院索赔，一审法院
判决学校赔偿受害人 18 万余元。

家长参加亲子运动会摔伤

徐先生的女儿就读于大连某小学三年
级，2017 年 9 月 30 日上午，徐先生应邀到学
校参加学校举办的亲子趣味运动会，徐先生
被安排参加“龟兔赛跑”和“八仙过海”两个
项目。“八仙过海”项目是两位家长双手举起
一个充气垫子，下面罩着 8 名小学生，共同向
前跑。徐先生在参加该项目比赛中，因脚底
假草坪打滑不慎跌倒。

经诊断，徐先生左股骨转子间骨折，左
股骨干近端骨折，左侧 11 肋骨骨折。经鉴
定，徐先生因本次外伤致左股骨近端骨折构
成十级伤残。受伤后徐先生多次与学校联
系，希望协调解决此事，但学校未给付任何
赔偿。徐先生认为，因学校没有尽到安全管
理职责和注意提醒义务导致自己受伤。徐
先生将学校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
合计 28 万余元。

学校认为家长违反规则

学校认为，徐先生参加的仅是一般的趣
味性活动，不存在不合理的风险。学校作为
活动的组织者，已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因

此，不应对徐先生的损害结果承担赔偿责

任。学校称，徐先生在活动中存在违反规则

的情况，由体育老师予以告诫后仍不改正，

最终造成了损害。徐先生参与的“八仙过
海”运动，行进中要照顾在充气垫下来回移
动的 8 名小朋友，所以家长的速度不能太快，
基本不存在跑动，更不可能在此情况下失去
平衡，徐先生的跌倒是双方均不能预见的结
果。因此，本次事件存在意外因素，学校理
应免责。

学校认为，徐先生在此次活动中因为求
胜欲过强，最终在既托举充气垫、又违反规
则擅自拖拽垫子在手忙脚乱中跌倒受伤，因
此徐先生在此事件中存在过错，依法应承担
责任。徐先生作为成年人，如果感觉不适，
也可以合理调整恢复正常的动作。活动场
地系被告学校操场，其草坪是经过专业机构
检测的学校专用人工草坪，完全符合运动标
准和条件。组织活动前，学校准备了趣味运
动大会秩序册，并将其内容及安全注意事项
通过家长群予以传播。在举办活动的前一
天，学校还召集家长进行赛前演练。组织活
动的当天，天气适宜并且有专业的体育老师
进行指挥和裁判。事件发生后，及时地将徐
先生送至医院。可以说，学校完全尽到了组
织者的注意义务，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如将学校组织小朋友和家长参加趣味

活动定性为侵权行为，会造成学校不能也不
敢再举办此类体育运动活动，不利于少年儿
童 的 身 心 成 长 和 学 校 教 育 的 全 面 均 衡 发
展。该趣味运动会学校已经成功举办了 19
年，从未发生过诸如此类的情况。

一审判决学校赔偿18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
律保护。从事经营活动或者其他活动的自
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
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
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学校组织亲子趣味运动
会，徐先生作为受邀一方参加运动会，未在
活动中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应承担一定责
任。作为组织者的学校对设定活动项目的
危险性预防不足，导致伤害的发生应当承担
一定的赔偿责任。经司法鉴定，徐先生因本
次外伤致左股骨近端骨折，构成十级伤残，
徐先生请求学校按照 70%的责任比例承担赔
偿责任，应属合理。

记者近日获悉，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学校赔偿徐先生伤残赔偿金、医
疗费、误工费等合计 18 万余元。 （半岛）

6 月 5 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一批典型案例。其中
湖南长锋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锋公司)
为节省处置费用，竟将需要处理的药品运送
至工地，直接进行焚烧、掩埋处理，造成严重
环境污染。

据查，长锋公司负责人曹某中因仓库内
过期药品、不合格药品囤积过量，需要及时
处理，与长锋公司质量负责人张某龙、质量
管理部经理李某商议后决定，为节省处置费
用，将需要处理的药品运送至长沙县一处工
地直接进行焚烧、掩埋处理。

于是，张某龙、李某雇请了两台货车，将
公司仓库内黄芹胶囊、复方三维右旋泛酸钙
糖浆等过期药品、不合格药品共 8.81 吨，运送
到曹某中指定地点进行非法处置。其中货车
拖运的 4.13 吨药品先到非法处置地点，张某
龙、李某随即安排工人卸货并开始焚烧。

长沙县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发现后，立
即组织相关专业人员进行扑灭，并对现场焚
烧残渣予以清理。另一辆货车拖运的 4.68
吨药品送到非法处置地点卸货时，被长沙县
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当场查获，并将运送药
品登记保存。

长沙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长锋公司违
反国家规定，非法处置医疗废物 3 吨以上，严
重污染环境，其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曹某
中、张某龙、李某作为相关责任人员，亦应当
以污染环境罪定罪处罚。因上述单位和人
员均有自首或如实供述罪行的情节，依法可
以从轻处罚。

本案中，非法处置的医疗废物数量虽已
超过构罪标准，但是已焚烧的医疗废物数量
不大，长锋公司在案发后对被查获的医疗废
物已委托环保公司进行处置，对被告单位及
各被告人还可酌情从轻处罚。

据此，长沙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长锋公
司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 6 万元；判决被告
人曹某中、张某龙、李某犯污染环境罪，分别
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至 1 年以及相应缓刑，
并处罚金 5000 元至 2 万元不等。

判决后，长锋公司等均不服，提起上诉，
认为本案未造成“严重污染环境”后果，已焚
烧药品未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等。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涉案失
效药品共计 8.81 吨，均已运至非法处置指定
地点，进入非法处置环节，一审认定并无不
当，裁定维持一审判决。 (法日)

乘客上错网约车

引发口角
法院判驾驶员向乘客口头赔礼道歉

市民吕某约了辆网约车，车子到达后，吕某没有核对车
号就直接上了车；驾驶员朱某也没有核对乘客身份就直接启
动了车辆。行驶了一段路后，驾乘双方均发现了错误，随后
产生了口角。吕某认为受到了朱某侮辱，遂将朱某告上了江
苏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最终，法院判决驾驶员向乘客口
头赔礼道歉。

乘客上错网约车引发口角

2018 年 7 月 2 日，吕某预约了一辆某网约车公司车辆，始
发地为某银行。巧合的是，朱某也是该网约车公司的司机，

而且同一时间也接到一个始发地为某银行的订单，便驾车到

了银行门口。当看到朱某停车等客，吕某以为是他预约的车

辆，没有核对订单和车辆信息就直接上了车。而朱某亦未核

对其手机尾号、出行目的地，就开车出发了。

随后，吕某与朱某发现了错误。在朱某将吕某送回原地

的途中，两人产生了口角。后吕某向某网约车公司投诉，但

客服反复推诿。吕某起诉至鼓楼区人民法院，认为自己受到

了朱某的侮辱。

吕某诉讼请求是，判令朱某公开书面赔礼道歉，持续刊

登时间不少于 30 天；判令朱某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1 万元；

朱某所在网约车公司对朱某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法院判驾驶员口头赔礼道歉

关于朱某是否构成侵权问题，法院认为，公民的人格
尊严不受侵犯。朱某在乘客上车时未仔细核对预约手机

尾号、出行目的地，致使乘客上错车，存在明显过错。同

时，吕某在上车前，未核对订单显示的车辆信息，亦存在

相应过错。朱某发现乘车人错误后使用侮辱性语言，不

仅有违网约车从业人员的规范和要求，亦构成对吕某人

格尊严的侵犯。

鉴于朱某已当庭向吕某口头道歉，法院予以确认。对吕

某要求朱某书面道歉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请，法院不

予支持。

对网约车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责任问题，法院认为，无论

朱某与公司之间是合同关系、劳务关系，还是其他任何关系，

公司作为网约车运营平台，对朱某及所有该公司网约车从业

者负有监督、管理义务。

朱某与吕某的纠纷虽发生在订单之外，但网约车公司以

此为由认为其无法管束的意见，明显逻辑不当。该纠纷因乘

客上错车所致，究其原因是朱某未在乘客上车前核对预约人

手机尾号、目的地等关键信息，而这显然与公司的监管缺位

存在直接关系，公司应纠正错误理念和意识。但吕某要求公

司做出书面赔礼道歉并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请，法院不

予支持。

最终，鼓楼法院做出判决：朱某向吕某口头赔礼道歉（已

履行）；驳回吕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扬晚)

家长参加亲子运动会摔伤
法院判学校赔偿受害人18万余元

焚烧掩埋过期药品严重污染环境
湖南一医药公司多人获刑

保山任职就是他贪腐的开始

1958 年 12 月出生的段跃庆是云南大理
人，博士研究生学历，云南大学客座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青年学者、诗人、书法家、
中国民族史博士。如今坐在法庭上，头发
花白，戴着一副黑框眼镜。

公开资料显示：1997 年 4 月，段跃庆担
任云南省文化厅副厅长，39 岁就成为副厅
级干部。2001 年 12 月，段跃庆任云南省委
副秘书长；2005 年，到保山担任副书记。

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显示：段跃庆到
保山任职，也就是他贪腐的开始，段跃庆先
是担任保山市委副书记，第二年任保山市
市长，在保山主政 1 年多年时间。2007 年 5
月，段跃庆到怒江僳僳族自治州担任州委
书记。

2013 年 3 月，段跃庆到云南省旅游发展
委员会任党组书记、主任。3 年后，段跃庆
到云南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任副
主任（正厅级）。2018 年 5 月，段跃庆因涉嫌

受贿被云南省监察委带走接受调查。
公诉机关指控：2005 年 2 月至 2015 年期

间，段跃庆先后利用担任保山市委副书记、
保山市市长、怒江州委书记、云南省旅游发
展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等职务便利，在承
揽工程项目、土地性质变更、办公家具采
购、干部职务调整和晋升等方便，为他人谋
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合计人民
币 1013 万元（含价格为 220 万元房产一套）、

1 万英镑、1 万美元、2 万港币。其中个人非
法收受财物人民币 861 万元、1 万英镑、1 万
美元、2 万港币，与其特定关系人张某共同
非法收受他人贿赂 152 万元。

2005 年至 2011 年期间，段跃庆利用担
任保山市委副书记、保山市市长的职务便
利，为保山某房地产公司在保山一块国有
建设用地取得使用权项目提供帮助，并多
次非法收受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林某财物共
计 240 万元（含价格为 220 万元房产一套）。

2007 年上半年，林某为了与段跃庆拉拢
关系，他从保山专程到昆明。当年，段跃庆
还住在省文化厅宿舍，林某来到段跃庆家
中，将一张存有 5 万元银行卡交给段跃庆。

2009 年初，林某第二次来到昆明约段
跃庆吃饭，并在餐馆里送段跃庆一张存有
10 万元的银行卡。2009 年 8 月，林某再一次
送段跃庆一份大礼，按照当年的房价，这套
房子价值为 220 万元房产一套，该房屋位于
昆明湖畔之梦小区。之后，段跃庆又收受
了林某送的存有 5 万元银行卡。

把商人当作圈中人来者不拒

2006 年至 2011 年，段跃庆利用担任保山
市市长及怒江州委书记职务便利，为李某所
投资的保山黄龙玉开发公司在公司成立、宣
传推荐、政策扶持及业务开展等方面提供帮
助，多次非法收受李某贿赂 270 万元。

2006 年下半年，李某为了感谢段跃庆，

他专门从保山来到省文化厅宿舍段跃庆的
家中，当场送给段跃庆现金 50 万元。

2011 年春节前，李某再次到昆明，在段
跃庆湖畔之梦小区家中，送现金 10 万元。

2012 年春节前，李某又以过节为由，送
段跃庆现金 10 万元。

2013 年 10 月，在段跃庆安排下，李某向
段跃庆女儿的银行卡账户里转款 200 万元。

公诉机关指控，段跃庆任怒江州委书
记期间不仅受贿还卖官：2007 年 5 月，段跃
庆从保山市市长调到怒江州任州委书记，
其主政怒江期间，除了受贿，还卖官，先后
收受他人贿赂共计 600 多万元。怒江州原
交通局局长汪某，为了职务提升，多次向段

跃庆送去 20 万元、2 万港币和 1 万美元。

公诉机关当庭出示的证据显示：段跃

庆受贿问题，主要发生在保山、怒江州和省

旅发委主政期间。

段跃庆以文化人自居，把自己有文化

当作升官发财的资本，打造圈子文化，把朋

友、学生、商人当作圈中人，来者不拒。回

忆起在怒江州主政期间的工作，段跃庆说：

“累了，在那种艰苦的环境当中，那么多年，

看着比自己差的，或者成绩各方面比自己

不怎么样的，也被提拔，心里有一些不平

衡。正因为有了这种欲望，别人给你送来

的这些东西，才会收下来。就是因为自己

有一种攀比的心理，侥幸的心理，金钱观和
权力观便发生了扭曲。” （法日）

浙江宁波一干部借招商敛财

竟称不收现金
就不是受贿

6 月 9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文章《独爱购物卡
的招商科长：“不收现金就不是受贿”》，文章剖析了浙江省宁
波市镇海区新城管委会原招商科科长黄伟受贿案。

2018 年 12 月 29 日，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镇
海区新城管委会原招商科科长黄伟利用职务之便，索取、非
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犯受贿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
年三个月，罚金人民币四十二万元。

好高骛远 偏离“人生航线”

翻开 80 后干部黄伟的履历，出身名校的他曾是个品学
兼优的有为青年。

2015 年 9 月，黄伟担任镇海新城管委会招商科科长。
作为新城楼宇招商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人，黄伟深知

这一项目有着不错的盈利空间，他积极帮助中介公司老板
王某瑜承接业务，一方面极尽可能给予其优惠的招商政策，
另一方面协调降低运营成本。作为回报，黄伟明确提出每
年要分得公司 30 万元的利润，并自信地认为，有了他的“关
照”，王某瑜的生意稳赚不赔，这笔钱权当作是“信息入
股”的分红。

在黄伟与王某瑜的权钱交易中，有一个特别约定，那就
是不收现金。在黄伟看来，不收现金就不是受贿，而收礼品
礼卡则可以解释为“礼尚往来”。有了这个自认的“护身符”，
黄伟为王某瑜在项目引入、招商政策制定、补贴奖励发放审
核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实际索取、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 50.5
万元。

2016 年，镇海新城管委会的招商力度进一步加大，启动
了镇海大厦等三幢大楼的楼宇招商业务。尝到“甜头”的黄
伟再一次故技重施，而这一次他以项目领路人自居，“合作
人”则是更为年轻的“熟人”老板王某龙。2016 年至 2018 年
间，黄伟同样利用负责招商楼宇事务管理的职务便利，帮助
王某龙承接大量业务，并助其项目运营轻松过审。事业顺风
顺水的王某龙把黄伟当成了“财神爷”，对黄伟的“要价”一一
满足。三年间，黄伟索取、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 59.2 万元。

错上加错 终食腐败恶果

2018 年初，黄伟提拔公示期间，被人举报存在经济问题
导致公示未能通过。可即使心存恐惧，黄伟依然未能从中反
省。他不仅没有向组织坦白问题，还心存侥幸，迅速将部分
受贿款物分别交由王某龙、王某瑜保管，企图订立攻守同盟，
对抗组织审查。

2018 年 7 月 7 日，黄伟被镇海区监察委员会采取留置措
施，他精心设计的权钱交易终究只是黄粱一梦。

留置期间，黄伟在悔过书上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如
今，我真真切切地明白，作为公职人员，清正廉洁是万万不
能丢的立身之本。不论身居何职都不能抱有赌一把的心
态，更不能去计算不出事的概率。我辜负了组织、辜负了家
庭，是我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前程，我万般懊悔可已无回头之
路……” （中纪）

据浙江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消息 ，6 月
11 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
理了宁波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委原书记、
理事会原主任、宁波市供销集团公司原董事
长詹鑫华受贿案。

经过庭审，法庭当庭宣判，以受贿罪判
处詹鑫华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五十五万元，对扣押在案的詹鑫华受贿

犯罪违法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
国库。

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5 年至 2018
年，被告人詹鑫华利用担任宁波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工业科技处处长，宁波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党组成员、副主任，宁波市象山港大桥
及接线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
宁波市穿山疏港高速公路建设领导小组成

员兼办公室主任，宁波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党委书记、理事会主任，宁波供销集团公司
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
在工程承接、项目开发、亲属工作安排等事
项上谋取利益，收受他人所送的现金共计人
民币 208 万元。案发后，詹鑫华主动供述了
办案机关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如实
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涉案赃款已全部追

缴。詹鑫华自愿认罪认罚，并且签署了认罪

认罚具结书。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

告人詹鑫华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

方充分发表了意见，詹鑫华进行了最后陈

述。詹鑫华对起诉指控其受贿的基本犯罪

事实和罪名不表异议，表示认罪认罚。

鉴于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詹鑫华对检察机关指控的受贿犯罪事实

自愿认罪认罚，并且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

结书，对詹鑫华依法可予从宽处理。检察机

关提出的量刑建议及辩护人提出的相关辩

护意见符合法律规定，法庭予以采纳，遂当

庭作出上述判决。 （北青）

13年收受他人现金208万
浙江宁波供销集团公司原董事长詹鑫华获刑4年8个月

打造圈子文化既受贿又卖官
云南保山市原市长段跃庆受审，被控受贿1000多万

6 月 6 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保山市原市
长、怒江僳僳族自治州原州党委书记、云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原主
任、云南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原副主任（正厅级）段跃庆受
贿案，据检察机关指控，段跃庆任职期间，非法收受他人所送钱物
1013 万元人民币（含价格为 220 万元房产一套）、1 万英镑、1 万美元、
2万港币。

段跃庆资料图段跃庆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