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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

酒后坠亡

A06

扫码进入ZAKER潇湘
看男子酒后坠亡家属向同饮者索赔近80万元相关报道

酒后坠亡，
一起聚餐的哥们担责吗
好友送至小区电梯后，
男子在楼道睡着，
半夜醒来发生意外；
法院：
自身担主责
本报记者周凌如 通讯员周君 长沙报道

看新闻学法律

2019 年 4 月 17 日上午，在长沙某小区的电
梯风口井底，大学生李某的尸体被发现，经调
查属于高空坠楼死亡。

临近毕业，
学校里的好哥们总要约到一起吃吃饭，
喝喝酒。但一起喝酒的哥们如
果醉了，
其他同学就要注意了。
2019年4月的一天，
湖南某高校学生李某的尸体在电梯风口井底被发现。而前
一天晚上与李某聚餐的几人收到了法院的一纸传票。
原来，
李某与几个同班同学聚餐醉酒后，
在意识不清的状况下意外坠楼。李某家
属认为一同聚餐的张某、
谢某、
胡某等7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应承担全部责任……

酒后睡在楼道里醒来后坠亡
李某与张某、谢某、胡某都是湖南某高校
2016 级的同班同学。李某从外地回长沙后提
议聚餐，2019 年 4 月 16 日晚，4 人相约至学校附
近的饭店聚餐。
聚餐前，谢某、胡某又邀请了罗某、刘某等
8 人参加上述聚会，多名受邀者在这次聚会前
均不认识李某。
酒足饭饱后，酒醉后的李某被张某与谢某
一同送至他居住小区的电梯内。
次日早上 8 时许，李某所住小区的物业工
作人员，在小区电梯风口井底发现了李某的尸
体。经调查取证，长沙县公安局认为李某死亡
“排除他杀，
属意外高空坠楼死亡”
。
李某坠亡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长沙县公
安局泉塘派出所出具的简要情况载明，
2019 年 4
月16日晚10时23分，
李某回到其住所的17楼并

法官说法

在楼道睡着。晚 11 时 46 分左右，
李某醒来后没
穿裤子、
鞋子，
从电梯口楼道经过电梯风口井方
向走，
当时走廊无灯光。4月17日凌晨4时30分
左右，
1705房居民在走廊楼道上发现了李某的衣
服、
鞋子、
钱包、
手机。凌晨 5 时 40 分左右，
1606
房居民在楼道发现了李某的裤子和皮带，
并且发
现旁边的电梯风口百叶窗呈打开状态。早上8时
许，
物业工作人员与李某的女友在风口井底发现
了李某的尸体。经现场勘查，
李某的坠楼位置正
是在16楼的电梯风口井百叶窗口处。
此后，李某家属将当晚与李某聚餐的张
某、谢某、胡某、罗某等 7 人诉至长沙县法院，请
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
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 764070.5 元，
“他们没有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将我儿子安全送回居住
地，应共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

89%的责任由坠亡者自行承担

因饮酒出事故自己先担责
法院认为，李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亦并非第一次喝酒，应当知道自己的酒量
及能预见过度饮酒的潜在危险和后果，且在
明知第二天早上要乘高铁去外地出差的情况
下，仍然提议聚餐，放任自己醉酒，其自身具
有重大过失，
应对其死亡后果负主要责任。
被告张某、谢某明知李某饮酒过量，并在
饭店摔跤的情况下，未将李某送进屋内，也未
联系其同住人员或其家属，待李某进入电梯
后也未联系李某本人或同住人员进行安全确
认，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同理，被告胡某明
知李某饮酒过量的情况下，没有护送李某回
家或者通知其同住人员或家属，应当与被告
张某、谢某承担同等的责任。

在李某出事之前，他曾与自己的大学同
学聚餐喝酒。事后，李某家属一纸诉状递到
长沙县法院，要求一起吃饭的同学赔偿近 80
万元。
近日，
长沙县法院一审审理了该案。

面对李某家属的起诉，几名被告均辩称，
他们没有过错，
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我虽然和李某一起吃饭，但是我没有劝
酒、灌酒，喝完以后还和谢某一起把他送回住
的地方。”张某称，当晚李某虽然喝了酒，但是
意识清醒，在进入电梯之后便将二人推出。
谢某认为，李某酒后意识清醒，到家之后
还接听了电话，已经尽到了相应的注意义务，
在整个过程中无过错。
与李某一起聚餐的同学，要不要为这场意
外承担责任？
长沙县法院审理认为，好友相约一起吃
饭、共同饮酒是社交情谊行为，其本身并无过
错，但其中有人过度饮酒，明显存在危险的可
能性时，一起喝酒的其他人基于之前的共饮行
为，相互之间便产生了合理限度的安全注意义

被告罗某、刘某虽比被告张某、谢某和胡
某早离开，但基于先前的共饮行为，相互之间
产生了合理限度的防止危险发生的安全注意
义务，
应对李某的死亡承担一定的责任。
被告张某晶、杨某未与李某同桌吃饭喝
酒，现有证据也无法证实被告张某晶、杨某对
李某有劝酒或者灌酒的行为，故原告李某家
属要求被告张某晶、杨某承担赔偿责任的诉
讼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提醒，在与亲朋好友的共同饮酒中，
非强制礼节性劝饮是传统民风民俗，如果饮
酒出现了人身损害事故，首先要承担责任的
是饮酒者自己。
记者周凌如

务，包括劝告、照顾、护送、通知他人等。义务
人没有尽到义务致使损害结果发生的，应承担
不作为侵权赔偿责任。
结合各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原因力的大
小，长沙县法院酌情认定由被告张某、谢某、胡
某各承担 3%的责任，被告罗某、刘某各承担 1%
的责任，剩下的 89%的责任由李某自行承担。
与李某同桌的张某、谢某、胡某 3 人，承担的责
任大于与李某同桌但是提早离开的罗某、刘
某，参与聚餐但是没有与李某同桌吃饭的人在
此次事件中则不需要承担责任。
法 院 依 法 判 决 张 某 、谢 某 、胡 某 于 本 判
决生效后 10 日内分别向原告李某家属赔偿
各项损失 22922 元；罗某、刘某于本判决生效
后 10 日内分别向原告李某家属赔偿各项损
失 7641 元。

一句
“吃粉不”
让
“聋哑”
逃犯开了口

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将更受保护
据新华社电 司法实践中，一些涉未成年人
案件的处理过程未能很好兼顾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被害人权益的双向保护，让部分当事人受到
“二次伤害”。
为切实提高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服务质量，司
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日
前发布新规，明确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须坚持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遵循给予未成年人特
殊、优先保护，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保护未成
年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等工作原则。
这份《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服务指引（试行）》
明确，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未成年人案件时，应当
优先指派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熟悉未成年人
法律业务的承办人员。未成年人为女性的性侵
害案件，应当优先指派女性承办人员办理未成年
人法律援助工作。重大社会影响或疑难复杂案
件，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指导、协助法律援助承办
人员向办案机关寻求必要支持。有条件的地区，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建立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律师
团队。
该服务指引结合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的特
殊性，细化了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的基本
要求。例如，
与未成年人沟通时不得使用批评性、
指责性、
侮辱性以及有损人格尊严等性质的语言；
会见未成年人，优先选择未成年人住所或者其他
让未成年人感到安全的场所；会见未成年当事人
或未成年证人，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监护人）
或者其他成年亲属等合适成年人到场等。
据悉，该服务指引适用于法律援助承办机
构、法律援助承办人员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法律
援助案件、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法律援助案
件、学生伤害事故法律援助案件等三类典型的法
律援助案件。其他接受委托办理涉及未成年人
案件的律师，
也可以参照执行。

调解纠纷的民警收到暖心字条
本报长沙讯 9 月 14 日下午，长沙市公安局
望城公安分局月亮岛派出所桃花井警务区民警
在辖区某小区处警完毕准备回派出所时，发现停
在小区外面的警车上放着 3 瓶矿泉水和一张写着
“辛苦、敬礼”
的字条。
事情还要从半个月前说起。8 月 31 日，桃花
井警务区接群众报警称某小区有人发生了纠纷，
民警到达现场后了解到，原来是市民胡女士家庭
矛盾引起的纠纷，民警立即将双方带到桃花井警
务区进行调解处理，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成功
化解纠纷。
9 月 14 日下午，当执勤民警驾驶警车再次来
到该小区处警时，刚好碰见了前几天调解的对象
胡女士，胡女士对民警的耐心调解表示感谢。当
民警处警回来时，意外发现了胡女士留在警车上
的 3 瓶矿泉水和一张写有“辛苦、敬礼”的纸条。
记者满延坤 通讯员覃亚林

群众报警称有流浪汉需要帮助，
民警一查是命案逃犯
本报记者陈诗娴 通讯员魏天宇 株洲报道
一个长期以废弃房屋、桥洞、广场作为落
脚点的拾荒流浪汉，竟然是潜逃了 7 年的命案
嫌疑人。9 月 16 日，记者从株洲芦淞公安分局
了解到，近日，株洲芦淞警方抓获了一名潜逃 7
年的命案在逃嫌疑犯谭某。刚落网时，嫌疑犯
谭某要么以“嗯嗯啊啊”来回应，要么摇头摆
手，就像是聋哑人。但在审讯过程中，民警很
快识破了谭某的伪装。

装聋哑人因为想吃米粉露馅了
9 月 13 日，有群众报警称一名流浪者需要
救助，接警后，株洲警方对流浪者身份展开调
查，发现这名流浪者真实身份竟是命案逃犯。

“我们找到谭某时，他好像听不见也不会
说话。”民警介绍，到了派出所之后，民警在不
经意之间制造一些声音，发现谭某其实是有反
应的。
民警介绍，
在交流中，
发现谭某会对声音有
一些反应，
便对他聋哑人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早上我们就说，
吃粉不咯，
他回复了一声
‘嗯’
”
。
露出马脚后，谭某立马低下头，在随后的
审讯中，逐渐交代了自己这些年逃亡的过程。

藏深山爬火车从怀化来到株洲
2013 年 2 月 7 日，怀化市辰溪县某地正在
赶集，谭某与熟人李某发生矛盾，双方扭打在
一起，谭某从口袋中掏出匕首刺中李某的腿
部，李某因失血过多死亡，
谭某逃离了现场。

案发后，
谭某被当地警方列为网上逃犯。
谭某交代，自己潜逃曾躲藏在山中，因为
不敢购票，于是步行四五天，偷偷爬火车来到
株洲。多年来，他不敢租房也不敢出去找工
作，在废弃的房屋、桥洞、广场处落脚，隐姓埋
名以拾荒为生。
近期，他来到芦淞服装市场附近，继续靠
拾荒谋生。谭某称，在 2013 年案发前，他已经
与妻子离婚，两人育有一个女儿。为了逃避公
安机关追捕，谭某这些年从未与家人联系过，
平时除了卖废品，几乎不与任何人交往。
“她
（女儿）现在多大年纪，我都记不清楚了，也不
知道在干什么。
”谭某说。
目前，犯罪嫌疑人谭某已被移交怀化警方
做进一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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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

根据 2020 年 9 月 16 日湖南省亚
明高压电线电缆有限公司股东
会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10600 万元减至 4000 万元，
现予
以公告。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
长沙、
株洲火车站部分商铺（位
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于相关火车站站区）89 天租期招
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
商报名即日启动，
截止时间：
2020 45 日内，
年 9 月 19 日。有意者请联系：
长沙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地区联系人肖先生 13786161551， 本公司联系方式：13787135007
联系人：
黄文宝
株洲地区联系人曹先生 139733
56333 进行咨询、
报名。

旺铺招商

公

告

终止清算公告

本 公 司 于 2013 年 08 月 07 日
在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蓉
分局进行公司注销清算组备
案,现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经
股东会决定本公司终止清算程
序,不再注销,继续经营,由此产
生的任何法律责任及后果由本
公司及股东承担。特此声明。
湖南摩登宝贝美容美发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夏曼 联系电话:18108409999

减资公告

根据 2020 年 9 月 16 日湖南亚能
管廊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股东会
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5000 万元减至 2000 万元，
现予以
公告。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本公司联系
方式：
13787135007 联系人：
黄文宝

注销公告
长沙五冠现代商务办公用品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联系人：
向安宇 13974965886

热线

公告

减资公告

纪荣青: 现单位转企改制需要你
参加，
因与你无法联系特登报通
知，
请见报后七天内速与单位联
系。联系电话：
0731-84171635
湖南文化娱乐中心
韦国成遗失医师资格证，
证号
20134312045022219830501
2117，
声明作废。
周卉君遗失 2011 年 3 月 24 日参加
考试取得的普通话二乙等级证书，
编号 4311135000182 声明作废。
罗爱军遗失湖南广播电视大学
毕业证，
证号 978203874，
声明作废。

本社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南路 258 号

潇湘晨报大厦

根据 2020 年 9 月 16 日湖南沛东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500 万元
减至 100 万元，
现予以公告。为保
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债权
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本公司联系
方式：13787135007 联系人：
黄文宝

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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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004

失

近日，株洲，犯罪嫌疑人谭某被警方
抓获。
图/受访者提供

84768288
84768488

微信号：
13548549985
QQ：
100200148

月 27 日（星期日）下午 3 时在
长沙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二楼拍
受委托，
我公司将于 2020 年 9 卖厅 按现状拍卖以下标的：
建筑面积（m2） 用途
标的名称
3322.36
医疗
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湖路
734 号房屋经营权
标的即日起开始展示，
展示地 账号 43189 99910 10003 757150
为标的坐落地，
有意竞买者请 00151 ；
开户行：
交通银行长沙
于 9 月 23 日-24 日下午 4 时前 潇湘支行（缴款转账时请备注
携 进 账 单（竞 买 保 证 金 ：
20 万 竞买人姓名和标的名称）
元，
履约保证金 10 万元）及有 履约保证金账户：
湖南省兆龙
效证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咨 拍 卖 行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账号：
询电话：
屈经理 18900728200
800041207102019；开 户 行 ：
竞买保证金账户：
长沙公共资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支行
源交易中心投标保证金专户； 湖南省兆龙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拍卖公告

通报9起论文造假等案件查处结果

胡敏遗失残疾证，
编号 430104196
41223302962 声明作废。
尹丽丽遗失坐落在雨花区井圭
路 32 号景湾小区 38 栋 301 房房屋
产权证，
权证号：
00505127 声明作废。
刘妍遗失 2019 年 12 月 23 日参
加考试取得的普通话二甲等级
证书，
编号 4300119390144 声明作废
父亲张美龙母亲陈江清遗失儿
子张景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R430122524 声明作废。
父亲蔡佳母亲胡昭萍遗失儿子
蔡晋堂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430625298；
儿子蔡晋康出生医
学证明，
编号 R43026229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岳阳市伟达物流有限公司车辆湘
F2510 挂道路运输证正本已遗失，
证件号：
43060020035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汨罗市公安局遗失湖南省行政事
业单位往来结算收据 2 张，
编
号：
湘财通字（2019）03653396、
03650697，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人人爱服饰店遗
失长沙市雨花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08 年 3 月 12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111
600060327 声明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万千服饰行遗失长沙
市雨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05 年
10 月 1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1113006850 声明作废
湘西自治州俊英贸易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
3101MA4LMKT37B）不慎
湖南九芝堂零售连锁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荷花池药店不慎将长沙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第二类
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遗失
湘潭市河头家庭农场遗失公司
（备案编号：
湘长食药监械经营
公章一枚，
编号：
4303000013614；
备 20170366，
备案日期：
2017 年
另遗失财务公章一枚，
法人杨满
11 月 27 日），
特此声明作废。
法人章一枚，
以上印鉴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报料求助热线：
0731-85571188

据新华社电 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科技界存
在的学术不端问题令人堪忧，相关违规行为须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近期科技部会同
相关部门和单位对学术论文造假、违规使用科研
项目资金等案件进行调查，严肃处理了相关责任
者。16 日，科技部发布《关于论文造假等违规案
件查处结果的通报》。
通报介绍了“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张睿购
买论文问题、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于韬购买论
文问题、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张坚购买论文问题、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蔡丽生购买论文
问题、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医院王贞购买论文
问题、山东大学王秀丽购买论文问题、南京理工
大学陆伟购买论文问题、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孙明飞违反论文署名规范问题、北京华油冠昌环
保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套取财政科研资金问
题”等九起论文造假违规有关案件查处结果。
通报指出，上述案件涉及的论文买卖、代写
代投第三方相关线索，科技部将按规定移送有关
部门依法严厉打击。
目前，科技部会同相关部门正在对网络披露
的涉嫌造假论文及网络举报的其他科研诚信案
件开展调查，
结果将陆续公布。

遗失声明

广告招商热线：
0731-85572288

发行投诉热线：0731-85573388

湖南合天智汇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公司分立公告
根据湖南合天智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
会决议，本公司（注册资本为 812 万元）拟分立
为湖南合天智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为 442.95 万元）和软极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为 369.05 万元），分立形式为：存续
设立，原本公司的债务由分立后的各家公司共同
承担。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本公司债权人可以要求
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本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人：郝晓静，
电话：18908475295
湖南合天智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4 日

零售价：1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