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气温升高，湘江长沙段水域下河游泳、戏水
的市民渐增，为了防止溺水事故的发生，长沙市公安
局水警大队加大了巡逻力度，并呼吁市民珍惜生命。
6月29日，三湘都市报记者跟随水警大队民警，驾驶
快艇在湘江长沙段的猴子石大桥至银盆岭大桥水域
巡逻，劝导野泳者上岸。（扫报眉二维码，看水警驾驶
快艇在湘江巡逻视频）

■记者 杨洁规 图/王珏 何佳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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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砍树被砸中致死，谁的责任
法院：死者承担45%的责任，事故相关另三方应承担相应赔偿

提醒

在十几米外看别人砍树，谁
知树没有往预期方向倒， 在旁围
观的岳阳人谭军不幸被砸中身
亡。 而砍树工人是谭军自己喊来
的，谭军之死该由谁负责？

日前， 岳阳市平江县人民法
院受理了这起生命权纠纷的案
件，死者家人起诉4人索赔。

叫人砍树，围观锯树被砸中
岳阳平江人方强在当地开办

了一家樟油厂，用樟树熬制樟油。方
强请了肖才经营管理樟油厂，肖才
又请了周鑫等几人负责砍伐树木。

2019年，当地进行城镇规划
开发， 规划内土地上的树木需要
砍掉。谭军屋后有棵大樟树，他经
曾华介绍， 找到了樟油厂负责人
肖才， 表示只要帮忙砍掉自己屋
后的樟树，树就免费送给他们。

当天中午， 肖才安排了周鑫
前去砍树， 周鑫不熟悉路况叫上
了曾华带路。 樟树锯倒后一段段
被运走， 这时谭军来到现场请周
鑫锯两个砧板， 拿到砧板的谭军

却没有离开现场， 而是站在附近
围观。

随后， 周鑫开始锯附近水桐
树，锯到第二棵时，树没有如预料
的倒向下坡方向， 而是倒向了谭
军围观所在的上坡方向。 谭军被
砸中，送往医院时已没了呼吸。

谭军的家人找到樟油厂老板
方强，负责管理的肖才，砍树的周
鑫以及帮忙介绍和带路的曾华，
面对索赔这些人都认为自己没有
责任或是责任较小。 由于迟迟无
法协商一致， 谭军的家人把这四
人起诉到法院。

法院：死者自己承担45%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 周鑫砍树时

没有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规划
出相应的警戒区域， 对在附近观
望的谭军没有劝阻和提醒， 对谭
军死亡的损害结果存在重大过
失，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樟油厂老板方强对其雇员周
鑫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
承担雇主赔偿责任。同时，由于他

未办理行政许可手续无证砍伐树木，
对雇员未制订相关的安全管理规章
制度，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曾华和死者谭军并非水桐树的
所有人或管理人， 擅自指使他人砍
伐树木， 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过
错， 也应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同
时，作为成年人，谭军对于自身安全
负有安全保护义务， 应当预见树倒
下存在的危险性， 在观望时未保持
必要安全距离， 对自己的受伤存在
较大的过错。

而管理樟油厂的肖才是方强雇
请的雇员， 没有证据证明他在该案
损害发生过程中存在故意及重大过
失，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据此， 法院酌情认定对谭军死
亡造成的79万多元损失， 谭军自己
承担45%的责任， 周鑫承担45%的
责任，方强承担8%的责任，曾华承
担2%的民事责任。 经多方协商，本
案中不再支付赔偿费用。 法院判决
方强赔偿谭军家人6万多元。（文中
人物均为化名）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尹盼盼

河中游泳者众
民警喊话不为所动

29日下午4点，巡逻民警驾
驶快艇从水警大队驻地文津码
头附近出发，一路向北。记者注
意到，受风力影响，乘坐的快艇
在航行时忽上忽下，起伏不定，
“风力应该有3至4级，这样的天
气下河游泳，容易出事。”巡逻
民警介绍说。

湘江东岸的文津码头、橘
子洲大桥河东桥头、 风帆广场
附近， 已经有多位市民在湘江
中游泳， 其中大部分没有携带
救生圈、安全气囊等救护设施。
见此情况， 民警立即喊话：“今
天天气不好， 风力又大， 别游
了，快上岸。”面对民警的喊话，
不少游泳者不为所动， 丝毫没

有上岸的意思。

缺乏防护措施
去年发生多起溺水事故

巡逻民警告诉记者，每天
傍晚时分，是市民下水游泳的
高峰时段，野泳者大部分集中
在风帆广场、 文津码头附近。
由于缺乏防护措施，很容易造
成溺水事故。

数据显示，2019年，长沙水
警大队共接到300多起溺水求
助，其中有3人不幸溺亡。为防止
溺亡事故，水警大队每天会在湘
江银盆岭大桥和猴子石大桥之
间水陆联动进行巡查。每晚8时
至11时，6名民警、辅警、巡防队
员通过徒步及驾驶电动车、摩
托艇等方式巡逻，劝导野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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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热野泳者渐增，水警喊话“珍惜生命”
缺乏防护措施，易发生意外事故 去年，长沙水警大队共接到300多起溺水求助

我公司因工作需要，启用了
以下工程项目部技术专用章。此
印章仅作为项目工程技术、质
量、竣工验收资料专用，其他用
途无效。该章不作为财务和经济
往来印章使用，不作为项目签订
合同以及收据、 借据、 欠条、领
条、成本、资金支付、结算凭证等
一切经济类文件资料签章使用，
如有以上行为，概不代表本公司
行为，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我公
司概不承担。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完毕之后，印章自动作废。 特此公告。

启用工程项目部技术专用
章清单如下：1、中天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技术资料专用章金地三
千府商业 2-4#、 大门建安工程
(签订合同无效）2、 中天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技术资料专用章城
际新苑（万科环球村） 二期 2.1
地块(签订合同无效）3、中天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技术资料专用
章浏阳碧桂园五号地块北侧高
层总承包工程(签订合同无效）

关于启用工程项目部
技术专用章的公告60元/行 执行官方格式，每行最多排 13个 6号字，标题至少占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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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分类信息由长沙鼎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独家总代理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5 执 855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符江华、刘铁
名下位于长沙市岳麓区雷锋大
道 468号金科城美苑 8 栋 1704
号房屋、产权证号为：20190005
679、20190005680 号的房屋不
动产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20
190011193 号的他项权证一并
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向瑛遗失湖南省第二轻工
业学校毕业证书, 证书编号:
200210599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智善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原公司（长沙智善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法人（易
善柏）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广元运输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湘 AF6008 道路运输证，号码
为 430121202989，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2 执 1794 号
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胡珂名下的位
于长沙市雨花区水乡路 69 号湘
水雅郡 1 栋 1902 号房屋、产权
证号为：20180418052 号的房
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
20180407874 号的他项权证一
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公司合并公告
根据“湖南德立房地产土

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与“湖南
德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的股
东决定，“湖南德立房地产土地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
“湖南德立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湖南德立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 解散注销，“湖南德立房
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存续， 合并后的公司注册资本
为 410万元。“湖南德立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 的债务由合并后
的“湖南德立房地产土地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承担。

本公司债权人可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要求
公司对债务承继方案进行修
改， 或者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人：谢云华 电话：15973478887

◆李祥遗失湖南省监理员证书（证
号:XY15-T0405）一本，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 (2020)湘 0111 执 1944 号
之二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被
执行人王文辉名下位于长沙市
暮云镇牛角塘村南郡明珠住宅
小区 7 栋 407 号原不动产权证
号为 20170000136 和他项权证：
20170027697一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长沙望城区丁字湾街道双桥村杨
兴富（身份证：430122194202083417）
遗失独生子女证，声明作废。

◆陈湘玉（父亲：陈健，母亲：罗
丽） 遗失出生医院证， 编号：
E43022698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汇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信
用 代 码 9143010209882746XE）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刘家铭（父亲：刘柳青，母亲：黄
晓兰）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0431069418，声明作废。

◆薛涵（父亲：薛红忠，母亲：李节
娟）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281365，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4 执恢 2649
号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登记在被执行人姜晓梅名下
位于长沙市岳麓区象嘴路 96 号
锑都家园 32栋 1408号的房屋、
相对应的编号为长国用（2014）
第 018049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04 执 6547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何丽娟名下位
于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东路 250
号亚华-香舍花都 17 栋 1703
号房屋、产权证号为：00370317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
号为长国用（2008）第 034119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
屋编号为：20180249058 号的
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注销公告
株洲市渌口区新动力艺术培训
学校决定注销， 债务债权移交
给株洲市渌口区新动力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联系人： 邓女士
电话：15873342826

遗失声明
湖南康灏鑫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雨花分局 2017 年 4 月 1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11
MA4LJB7G2N，声明作废。

◆梁超杰(身份证号 430105198
905094317） 的退伍证遗失，特
此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湖南存德贸易有限公司（信用代
码 91430121MA4L6PJR64）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 (2019)湘 0104 执恢 2257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被执
行人毛力舟名下位于长沙市岳
麓区岳麓大道二号滨江合座新
寓 1-3 栋 2103 号房屋的产权
证号 710252560 和他项权证：
20180039835 和长国用 （2011）第
050092号国土证一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4 执 1157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李爱平、杨英共同
共有的位于长沙市岳麓区含光
路 660 号蔚蓝小区三期 15、16、
17 栋 3006 号的房屋、相对应的
编号为长国用（2016）第 1113
03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与该
房屋编号为：20190218279 号
的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警方提醒：持续高温，
陆地温度与水下温差大，
下河游泳极易发生身体不
适或腿抽筋等现象， 从而
导致溺水意外。 尤其是饮
酒后不要下河游泳， 易引
发溺水意外事故。 根据航
道保护的相关规定， 公民
禁止到航道内游泳。 在今
年5月，长沙发生了一起在
航道内游泳被快艇撞击身

亡的事故，需要引起警惕。
珍惜生命,不明水域请不

要下水游泳。河水湍急，小心
溺水。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
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发现
有人溺水， 切忌贸然下水施
救，一定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
情况下实施救援。普通市民应
当立即报警， 请专业人员救
助，避免发生衍生事故。

水陆温差大易导致意外
发生溺水请专业人员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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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湘江长沙段猴子石大桥至银盆岭大桥水域有市民在游泳，长沙市公安水警驾驶快艇劝导野泳者上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