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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高空坠物，小区装了12个朝天监控
业主：物业干得漂亮 效果：安装后高空抛物现象没了 担心：会不会拍到隐私
高空坠物现象曾被称为“悬在
城市上空的痛”。近期，关于高空坠
物伤人的新闻屡见报端，一时间成
了网络热议的话题。 为防高空抛
物，浙江杭州一小区装47个朝天监控，专门防止高空抛物，引发
热议。而在株洲的一个小区，已经在用这种方法防止高空抛物，
物业掏腰包安装12个专用朝天监控，其中6个预计
7月底可投入使用。
■记者 杨洁规

现场

房屋的每个立面都有朝天监控

6月25日上午，三湘都市报
记者在株洲天元区明峰银座小
区看到，小区有几个监控比较特
别，跟其他监控不同，都是60至
80度角仰拍楼体。 从监控拍摄
的视频画面来看，这些“昂首挺
胸”的监控探头正好将整栋楼的
窗户和阳台纳入拍摄范围。
“这是我们安装的防高空抛
物监控，计划装12个，已经装了
6个。” 小区物业负责人杨德干
介绍说， 小区共有2栋房屋，近
400户住户，将在房屋的每个立
面处，安装一个专用监控。
谈及安装防高空抛物监控
的原因，杨德干说，他们曾多次
接到低层业主投诉，称有高层住
户往楼下丢龙虾壳、烟头，甚至
泼水， 但每次苦于没有证据，找

声音

情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他也只能
自认倒霉。
“
装了监控之后， 给我
们带来了安全感。”
“物业干得漂亮！” 谢女士住
在17楼，她说，安装监控后，最起
码知道是从哪家哪户丢出来的东
西，可以明确责任，以免出事后，
整栋楼整个单元都受牵扯。
小湖塘社区专职网格员陶
文静告诉记者，以往收到居民投
诉反映，他们要逐层排查，一圈
下来至少需要半天，“现在有了
取证手段，可以帮我们节约很多
时间。”

角度经过调试，不会拍到住户隐私

采访中，有住户担心，自己
如果在家洗澡、上厕所，帘子没
拉严实，会不会被拍到？
针对小区居民的担心，物业
工作人员带着记者看了正在调
试的监控画面，“摄像头的仰拍
角度经过调试和设置，监控里只
拍到每层楼的窗户和阳台，并不

会拍到住户家里的情况。”
工作人员还说，已安装的摄
像头调试使用期间已经开始发挥
作用，不过不是因为高空抛物，而
是风大的时候， 有高层住户的被
子和衣服被吹落下来， 物业工作
人员通过查询监控， 很快就找到
了失主，把衣服和被子还了回去。

监控视频显示内容。
图片均由 记者 杨洁规 摄

律师说法
技术上破解了
固定证据难题

他山之石

湖南卓进律师事务所律
师聂炜介绍，长期以来，小区
高空抛物导致的侵权行为，都
很难从源头上抓住证据、找到
侵害人， 按照现行的法律，在
无法找到侵害人的情况下，由
整栋楼的业主共同承担侵权
责任。高空抛物监控探头就能
从技术上破解固定证据和找
到侵害人的难题，这首先有利
于被侵害人维权，将大大节省
被侵害人的维权成本， 另外，
也可以让没有实施侵害行为
的业主免受不白之冤。
聂炜认为， 对于单纯的高
空坠物，如果没有造成后果的，
不存在责任问题。但是，如果高
空坠物造成了重大伤害， 对于
物品所有人、 管理人或者使用
人如果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的，就应该承担侵权责任。而对
于高空抛物的行为者， 如果造
成严重后果同时危害社会公共
安全利益， 除了承担赔偿责任
外，还有可能面临刑事处罚。

取证更容易，住户更有安全感

据介绍， 明峰银座小区于
2014年交付，是一个商住两用的小
区，其中多数为出租户。25日上午，
记者在小区实地走访，不少业主都
表示， 有了防高空抛物监控这双
“
眼睛”的守护，很好很安全。
殷师傅是2楼的住户，他告诉
记者， 有一回将被子晾在伸缩晾
衣架上， 结果被楼上住户扔下的
烟头点着了，
“
幸亏家里有人及时
扑灭了，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事
后，殷师傅也向物业反映过，甚至
还惊动过社区工作人员， 但因为
没有证据，找不到扔东西的人，事

释疑

不到扔东西的人。他们也多次入
户宣传高空抛物的危害，张贴提
醒甚至派保安盯着，但效果并不
理想。今年5月，小区物业决定
出资3万多元安装12个防高空
抛物监控。
“监控捕捉到抛东西出来的
动作后，就会抓拍照片，再进行
轨道分析，由此判断出从哪个窗
户扔出来。”杨德干说，监控内容
在物业管理平台上的存储时长
为两个月，物业工作人员平时在
值班室也能查看实时监控情况。
目前已安装6个防高空抛物摄
像头， 正在进行后续安装及调
试， 预计7月底可投入使用。“安
装监控以后， 情况有明显改善，
基本没有人高空抛物了。” 杨德
干表示。

科普
高空坠物有多危险？
一枚鸡蛋足以致命！
近日， 深圳和南京接连发
生高楼抛物致人伤亡事件，高空
抛物也登上各大网站热搜。类似
的悲剧一再上演， 高空坠物、高
空抛物的危害究竟有多大？
根据相关测算： 一个30
克的蛋从4楼抛下来就会让
人起肿包，从8楼抛下来就可
以让人头皮破损， 从18楼甩
下来就可以砸破行人的头
骨， 从25楼抛下可使人当场
死亡。所以别小看一枚鸡蛋，
如果从高空落下， 威力不亚
于炸弹。

日本：
建筑不防坠物将不审批
日本高空抛物现象不少。日
本在狠抓教育和加大法律惩戒
力度的同时，从技术层面做好防
范工作。如2009年修订的《横滨
市建筑环境设计制度》第六条规
定，在共同住宅内设置阳台的情
况下，需要在阳台下方或水平方
向有坠物嫌疑的区域内采取危
险防范措施，没有做到的建筑设
计将不能通过最终的安全审批。

新加坡：
强行收购肇事家庭的住宅
新加坡有关部门专门制定了
相关法规， 高楼抛物肇事者不仅
要坐牢、罚款，而且根据情节的轻
重， 国家建屋局还可按原来的售
房价格或建屋局规定的价格强行
收购肇事家庭的住宅。 新加坡一
些小区在业主入住时， 要求业主
必须签字保证不 做 破坏 环境 的
事，并遵守“第一次警告、第二次
责令搬走”的规定。

中国香港：
成立
“
高空掷物特别任务队”
香港 房屋 署于 2003年 成立
了“侦查高空掷物特别任务队”，
聘请3名警察在不同案发地点巡
逻及部署。特别任务队成立以来，
利用摄像机、 望远镜及夜视望远
镜，在空置单位内不分昼夜监视，
搜集证据，侦破多宗高空掷物案。
小区里已经安装好的防高空抛物监控。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上海致旭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与上海致旭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达成的债权转
让安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将
其对公告资产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
及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
依法转让给上海致旭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
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借
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
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上海致旭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
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资产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
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上海致旭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 请相关承债主
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联系地址：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31 号尚玺苑 18B 栋
联系人：曹浩
电话：0731-84458563
上海致旭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系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501 号白玉兰广场
1703 室
电话：15821779223
2019 年 06 月 26 日

公告资产清单
序号 借款人名称 担保人名称

1

2
合计

币种

账面本金余
额（人民币）

(下列数据截止至 2019 年 03 月 31 日；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账面表外
息余额（人
民币）

账面孳生
利息及迟
延履行金
（人民币）

代垫费用
（人民币）

债权合计
（人民币）

长沙长菱金
长 沙 长 菱 属材料有限
人民币 12,828,795.23 5,040,382.54 7,221,085.80 114,541.00 25,204,804.57
金属材料
公司、 王军、
有限公司
刘阳
长沙亚伯兰
机电科技有
限公司

谢永智

人民币 8,000,000.00

647,926.00

4,426,000.02 71,850.00 13,145,776.02

20,828,795.23 5,688,308.54 11,647,085.82 186,391.00 38,350,580.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