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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卫士

温馨提示

本报讯（记者 周雨余） 洞

泾镇九洲世贸市场一工作人员

的 脚 近 日 被 冷 库 内 的 铁 网 卡

住。泗泾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

后，紧急出动，最终，仅用两分钟

就剪断铁网，救出了被困人员。

记者了解到，消防员到场后

发现，一名工作人员在冷库内操

作时，脚不小心被冷库上层一年

代久远、锈迹斑斑的铁网卡住，

怎么都拔不出来。消防员立刻

采取行动，利用断线钳把铁网剪

断，仅仅用时两分钟，就将被困

人员救出。由于救援及时，当事

人并无大碍。

消防部门提醒市民：被卡事

故时有发生，如遇类似情况，也

可尝试用食用油、沐浴露、肥皂

水等具有润滑作用的液体涂抹

在被卡部位，尝试缓慢挣脱，实

在无法挣脱时，不要强行拔出，

应及时报警求助。

本报讯（记者 周雨余）“手指

被戒指卡住了！”一名女士近日来

到新桥消防救援站寻求帮助。原

来，该女士在早上身体有些水肿的

情况下，强行摘取戒指，却因手指

肿胀摘不下来。消防员立刻处置，

最终成功帮助其取下戒指。

戒指卡手阻碍了血液循环，导

致手指供血不畅，如果不能及时去

除，将导致严重后果。为不造成二

次伤害，消防员们在细心观察情况

并询问戒指材质后，决定先用垫片

垫入戒指和手指之间保护手指，再

使用斜口钳剪断戒指，整个过程不

到一分钟。

消防部门提醒市民：戒指卡手

切记不可强行摘取，可以根据热胀

冷缩的原理，将手指放入冷水浸

泡，再用肥皂水、凡士林等涂满手

指后轻轻转动，直至手指解脱。如

果还是取不下来，可及时寻求专业

人员救援。

市民不慎被困冷库
消防紧急“破网”救人

手指水肿戒指难摘
消防员破“戒”解困

本版由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
区司法局、区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

□记者 周雨余

松江平均每月至少发生 3起高空抛物案。

松江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召开“打击高空抛物犯

罪，守护‘头顶上的安全’”新闻发布会，通报今

年以来高空抛物案件办理情况。据统计，今年

3月以来，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共办理高空抛

物案件 14 件 18 人，其中审查逮捕案件 8 件 10
人，审查起诉案件 6 件 8 人，已提起公诉 3 件 3
人，这 3件 3人均已获法院判决。区检察院党

组成员、副检察长杨爱民坦言，以上说明，市民

对高空抛物罪的认识还有待加强。

高空抛物一直是城市治理中的难点和重

点。科学证明，一只30克的鸡蛋从4楼抛下砸

中行人可让人起肿包，从25楼抛下砸中行人可

致人死亡。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近年来，松江区

人民检察院充分履行检察职能，积极向外延伸

检察工作，依法打击和预防高空抛物犯罪。

高空抛物砸碎汽车天窗被判刑
今年 2 月 13 日，被告人黄某某在其居住

的泗泾镇某小区 11 楼家中，三次从厨房窗户

往外抛掷物品。当日 13 时许，黄某某向外抛

掷的玻璃罐砸中正在行驶中的被害人赵某某

的汽车（车内乘坐一名幼儿），砸碎天窗玻璃，

造成物损 1000 余元。2 月 17 日，黄某某主动

投案，并在家属帮助下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

并获得谅解。

该案移送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区检察院

对黄某某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提起公诉，区法院经依法审理，于 6月 29日作

出判决，被告人黄某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两

年六个月。

“如果高空抛物行为既构成高空抛物罪，

又构成其他处罚更重的犯罪行为，则要以处罚

更重的罪名定罪处罚。”结合相关证据，承办检

察官认为，黄某某作为一名正常的成年人，明

知其多次高空抛物的行为会损害楼下不特定

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仍不计后果，多次从11
楼抛掷玻璃瓶等危险物品，虽然黄某某的行为

仅造成了被害人的车辆损失，但足以危害公共

安全，基于上述情况，依照我国现行法律，应以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未造成损失也构成高空抛物罪
没有造成他人伤亡或财产损失，是否就

不会构成高空抛物罪？答案是否定的。今年

5 月 14 日 17 时许，被告人陈某酒后在其居住

的阳台清理鸟笼时被笼中的鸟啄痛了手，他

为泄愤，将不锈钢材质鸟笼（内有鸟一只）从

10 楼阳台窗户向外抛掷，致鸟笼坠落在小区

公共道路。陈某到案后先辩解称系失手致鸟

笼掉落，后如实供述自己为泄愤将鸟笼抛掷

的犯罪事实。

该案移送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后，承办检

察官认为，虽然陈某抛掷的鸟笼坠落后未造

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但鸟笼坠落地点靠

近小区出入口，常有行人及在附近玩耍的孩

子经过，且附近有篮球场、儿童游乐场等活动

场所，因此认定陈某从建筑物高空抛掷物品

行为情节严重，已构成高空抛物罪。经区检

察院提起公诉后，区法院于 7 月 19 日以犯高

空抛物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

金 1000元。

针对危及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的高空

抛物行为，今年 3月 1日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

（十一）增设了高空抛物罪。承办检察官表示，

高空抛物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对人民群众的人

身和财产安全都带来极大的威胁，虽然陈某的

高空抛物行为没有造成人伤或物损，但结合其

主观恶性、抛物场所和抛掷物的特征等，认定其

行为已达到情节严重，构成高空抛物罪。

抛物起因大多是冲动或贪图省力
抱有侥幸心理，对高空抛物行为不以为

然的人其实不在少数。今年 5 月 15 日 11 时

许，被告人施某先后将两个空花露水玻璃瓶

从其居住的新桥镇某小区 12 楼卧室窗口扔

出，其中一个玻璃瓶砸中了正在楼下公共绿

化带内作业的被害人高某某所戴的斗笠。经

鉴定，高某某的伤势不构成轻微伤。事后，施

某主动向到场处警的民警投案，且已赔偿被

害人的损失并获得谅解。

承办检察官在审查中认为，施某的行为系

从建筑物高空抛掷物品，已达到情节严重，构成

高空抛物罪。8月 26日，区检察院以涉嫌高空

抛物罪对施某提起公诉，区法院日前作出判决，

被告人施某犯高空抛物罪，判处拘役五个月，缓

刑五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承办检察官认为，大多数高空抛物的行为

并不是蓄意为之，往往是因一时冲动或者贪图

省力，本案中，施某抛掷的玻璃瓶虽然只砸中

了被害人头戴的斗笠，未造成伤人等严重后

果，但其行为仍然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应当

依法追究其高空抛物罪的刑事责任。

据悉，下一步，区检察院将着力积极延伸

检察职能，同区公安局、区法院合力解决“悬在

城市上空的痛”，以案释法开展多样化宣传，并

制发检察建议助推综合治理，守护人民“头顶

上的安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

社会的安宁稳定。“重点是希望市民知晓，切勿

心存侥幸，如果高空抛物情节严重达到犯罪的

标准，那该行为就将面临刑事处罚。”区检察院

相关部门负责人说。

□记者 周雨余 通讯员 张曼婷

想买房的市民张先生在看了许

多房后，终于看中了一套比较满意

的二手房，最重要的是装修品质和

保养都不错，家具家电都随房附送，

随时可以拎包入住。这本来是件买

卖两方双赢的开心事，可是卖家李

先生却做了件“荒唐事”——用二手

杂牌替换了原先家中的名牌装潢，

气不过的张先生把李先生告上了法

院，最终，买家张先生获赔1.5万元。

原来，看房时，李先生曾拍着

张先生的肩膀承诺道：“兄弟，你

看看我这可是用心装的婚房，台

盆、马桶是 TOTO，名牌；3 台空调

是格力顶配；沙发是真皮的，好几

万一套，这些我都留给你了。”两

人甚至把“送空调 3 台、沙发 1 套”

写 进 了 购 房 合 同 ，张 先 生 很 满

意。到了约定交房的日子，李先

生没出面，只是委托中介把钥匙

交给了张先生，还不忘提醒他一

句支付 3万元尾款。

张先生签收钥匙后，兴冲冲地

去看新房子，开门一看傻眼了。价

值 18888元一台的名牌空调变成了

“查无此牌”的杂牌空调，“高大上”

的真皮沙发变成了“小清新”的布艺

沙发，时尚新颖的水晶灯具变成了

一水的LED节能灯，阳台和洗手间

的台盆被拆得一干二净，连浴霸都

只剩下头顶上一个黑洞，当初中意

的TOTO也变成了YOYO……

张先生直接懵圈，他赶紧联系李

先生。李先生却说：“我只答应送给

你3台空调和1套沙发，并没有限定

品牌吧？其他东西都是可以拆除的，

不算固定设施设备。空调、沙发都能

用，品牌什么的，兄弟不要太在意。”

放下手机，深感受骗的张先生

越想越气，于是将李先生诉至区法

院，要求李先生赔偿被拆除、更换的

固定设备和家具家电共计 5.5 万

元。李先生则辩称，自己并未违约，

不需赔偿，还当庭提出反诉，要求张

先生依约支付自己房屋买卖合同尾

款3万元。

法院调查阶段，张先生和李先

生都拿出了两份合同，一份是居间

协议，上面约定除了空调3台、沙发1
套以外，其他家具家电不需随房屋

一并交付；还有一份是网签合同，上

面约定随房屋同时转让固定设备及

固定装饰。李先生认为自己并未违

约，虽然他承认确实更换了沙发和

空调，另行替换为二手商品，且拆除

更换了台盆、灯具等，但合同中没有

约定空调、沙发的具体品牌和样式，

更换后的物品系从二手市场购买，

都是可以使用的，且拆除的物品不属

于固定装饰和固定设备。同时他认

为，即使真的需要赔偿，已经拆除的

都是使用了两年以上的设施设备，原

告主张的5万余元是全新产品的价

格，并不合理。最终经法院主持双方

进行协商，一致确认李先生已拆除

和更换的物品价值为1.5万元。

法院认为，虽然买卖居间协议

中并未约定空调的品牌和沙发的材

质，但是张先生签订买卖居间协议

是基于其看房时看到的物品状况，

他对于随房交付的空调和沙发等均

有合理期待。除非有相反的约定，

否则李先生应当按照看房时的状况

向张先生交付约定赠送的空调和沙

发。李先生在签订协议后擅自更换

成二手空调和沙发，显然违反了诚

实信用原则，也违反了合同约定。

至于卫生间的台盆、浴霸等在装修

时已与房屋形成附合，按照常理不

宜强行分离，应当视为包括在房屋

价款中一并转让，李先生不得擅自

拆除。因双方均确认拆除及更换家

具家电价值为 1.5万元。故法院判

决李先生赔偿张先生 1.5万元。同

时张先生亦应全面履行合同义务，

法院判决张先生支付李先生剩余尾

款3万元。双方均未上诉。

据悉，《民法典》第七条规定：民

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

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第五

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

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

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

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

密等义务。当事人在履行合同中，

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

坏生态。第五百七十七条规定：当

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

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

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

损失等违约责任。

法官提醒：二手房交易时，买家

如与卖家约定家具家电一并交付，

最好在合同中列明家具家电的购买

发票、品牌、功率、成新度等细节，还

可通过拍照保存相关证据。否则，

万一发生纠纷便会导致买家定损困

难。同时买卖双方在履行合同时应

当严格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

用原则通常被称为民法中的“帝王

条款”，不容挑战，自作聪明“狸猫换

太子”，最后还是会“反被聪明误”。

遏制“飞来横祸”守护“头顶安全”
——区检察院遏制高空抛物举措彰显职能担当

本报讯（记者 周亮）连日来，松江大学

城七所高校新生陆续报到，松江大学城派出

所联合各校在保证学生入学、报到安全有序

的同时，全面开展各类反诈宣传，提升新生

的反诈意识。

近几年来，大学生成为电信诈骗

的新增受害群体，不法分子

瞄准了大学生的创业心

理以及想通过兼职赚

取生活费的需求，专

门“订制”各种“剧

本”对在校学生实

施诈骗。

9 月 15 日，松江

大学城最后三所高校

迎来新生报到。松江

大学城派出所民警霍婷

一早就来到上海外国语大学的

新生报到点，“点对点”对新生进行反诈宣传

教育。“比较多的学生被骗的案件是冒充好

友类的诈骗，如果遇到QQ好友或者微信好

友借钱，一定要电话核实清楚。”霍婷极为耐

心地向前来报到的新生强调，在亲眼看着他

们扫码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 后才放

心。“大一新生是最容易上当受骗的，所以这

几天我们从早上到晚上，一直在对他们进行

反诈宣传。希望我们的工作能让他们提高

警惕，谨防上当受骗。”霍婷告诉记者。

松江大学城派出所反诈宣传工作得到

各校的大力支持。上海外国语大学在公安

机关的指导下，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全覆盖地对学生开展反诈宣传教育。“学

校要求我们在开学前通过学工系统参加反

诈宣传知识考试，我现在对试题涉及的反诈

知识点印象深刻。”上海外国语大学新生潘

攀告诉记者。

不仅如此，松江大学城派出所与上海外

国语大学还联合建立了“校园反诈安全

群”。民警向群内的各个寝室长转发反诈案

例，寝室长再转发至寝室群，由寝室长督促

室友共同学习，做到每次反诈宣传都入脑入

心。同时，民警会定期对各寝室楼进行“扫

楼”，并在寝室内张贴反诈宣传海报，学生可

以通过海报上的二维码直接联系民警，打破

以往“一线之隔”的空间壁垒，真正实现“点

对点”。

此外，派出所还会定期与学校举办反诈

宣传讲座，组织学生志愿者在学校食堂、教

学楼等场所发放反诈资料，在校内主干道设

立反诈宣传专栏，在上下课高峰时期播放反

诈宣传广播，通过各种各样的宣传形式，筑

牢反诈安全防线。

据了解，在松江大学城，冒充好友、

刷单返利、网络购物等三种类型的诈骗

警情占了近八成的网络诈骗。大一新生

已成为网络诈骗的主要受害群体。下一

步，松江警方将结合近年来反诈宣传工

作的经验，在松江大学城七所高校内加

大反诈宣传力度。“我们将尝试把反诈宣

传 与 在 校 大 学 生 喜 爱 的 娱 乐 活 动相结

合，如密室、剧本杀、游戏等，进一步提升

大学生的反诈意识。”松江大学城派出所

副所长陈颖说。

“点对点”宣传 面对面辅导

松江大学城派出所防诈进校园

签下买卖“二手房”协议，买卖双方约定
附送家具家电物品，岂料——

卖家偷梁换柱掉包附送物品

松江大学城派出所民警在大学新生中开展反诈宣传。 受访对象供图

本报讯（记者 周雨余 通讯员

顾承骁） 花 7000 多元可以占个职

位名额每月坐吃空饷？几个月前，

家住松江的小钱就碰到这桩“好

事”，在交付了一笔好处费给对方

后，他很快发现这“天上掉的馅饼”

原来是骗子的陷阱。最终，骗子因

涉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

月，并处罚金2000元。

今年 4 月的一天，小钱偶然结

识的微信好友张某发来消息，突然

关心起他的社保交金情况，并自称

有渠道可以搞到一家物业公司的

员工名额帮忙缴纳“五险一金”。更

加诱人的是，该名额员工不用去上

班，公司还会每月照发 6000～8000
元的工资。但小钱若想获得此机

会，就必须出一笔“好处费”用于疏

通关系，且事成之后每月工资需与

张某平分。

想到投入不高就有不小回报，

小钱当场就拿定主意要给家里人报

个名。几天后，两人见了面，张某将

一份应聘申请表交给小钱，小钱填

完表后将“好处费”如数转账给了对

方。这次见面后没过多久，张某就

带来消息，告诉小钱第一笔工资 6
月末就会进账，与此同时，他又搞到

了一个名额让小钱抓住机会。最

终，小钱抵不住诱惑，又花 7000 余

元给自己占了个吃空饷的名额。

7 月将至，小钱没有收到任何

工资，他当即找张某了解情况，一开

始张某以物业公司财务有问题等理

由搪塞，到最后索性音讯全无。这

时，小钱才如梦初醒并报警。

今年 8 月，本案移送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经查，犯罪嫌疑人张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挂名交金、

白拿工资的事实收取被害人小钱钱

款共 1.8万元，其行为已涉嫌诈骗。

日前，经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最

终张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

处罚金2000元。

检察官说法：本案中，犯罪嫌

疑人仅凭一张嘴就成功实施诈

骗，原因在于他利用了被害人趋

利的心理。只要大家牢记天下没

有免费的午餐，遇到“天上掉馅

饼”的好事时保持冷静的头脑、捂

紧自己的口袋，就能够保证财产

权益不受侵害。

坐吃空饷一本万利？
诱惑再难挡本质还是骗

以案释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