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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超六成网友认为高空坠物的
最大责任在业主/租户

农村贫困发生率
降至 1.7%�
� � 国家统计局 8 月 12 日发布了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成就系列报告显示，十八大以来，农村已累计减贫
8239 万人，年均减贫 1373 万人，6 年间累计减贫幅度
达到 83.2%。 农村贫困发生率从 2012 年末的 10.2%下
降到 2018 年末的 1.7%。东部地区已基本率先脱贫，中
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明显减少。

点评： 要啃下这余下的 1.7%“硬骨头中的硬骨
头”，还得在“精准”二字上狠下功夫。

3.7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
救灾资金已下拨

据新华社消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向江
西、湖南、重庆、贵州、云南等 5 省市下拨中央自
然灾害救灾资金 3.78 亿元，用于 5 省市近期群发
性地质灾害应急救灾工作。 包括江西 2500 万元、
湖南 1.15 亿元、重庆 7400 万元、贵州 6200 万元、
云南 1.02 亿元。

点评：在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发挥救助兜底作
用的同时，大量的民间捐赠资金可以投入精准救助工
作中。

游戏成瘾
患病率逾 27%�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发布的第 4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中国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
4.84 亿。其中，12 岁到 16 岁的青少年是网络成瘾的高
危人群。 研究表明，游戏成瘾的患病率约为 27.5%。

点评：“网瘾少年”亟需全社会关爱，这是互联网
时代对儿童、青少年公益项目的极大考验。

地球超载日
每 10 年提前 1 个月

据《中国环境报》报道，根据联合国最新数据，今
年仅 7 个多月的时间， 已耗尽全年自然资源分配量，
进入了生态赤字状态。 数据显示，自 1970 年 12 月 29
日地球首次进入“欠费”状态以来，超载日每一年都在
以惊人的速度提前到来。

点评： 我们的世界正走在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
上。 如果我们再不采取措施，地球资源被消耗完指日
可待。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

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9年 8月 12日 正泰公益基金会 600万元 帮助灾区群众 温州灾区

2019年 8月 14日 司尔特 1000万元 抗洪救灾 宁国灾区

2019年 8月 16日 李书福、李星星父子 1200万元 帮助灾区群众 台州灾区

(2019 年 8 月 12 日至 2019 年 8 月 18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武胜男

8 月 14 日 ，在宁国市南极乡中心小学临时安置
点 ，志愿者给家住南极乡龙川村的受灾群众朱何玉
（右 ）发放衣物 。 受台风 “利奇马 ”影响 ，安徽省宁国
市部分乡镇受灾严重 ，一些村庄被洪水淹没 。 灾情
发生后 ， 当地通过设立临时安置点保障受灾群众的
基本生活。

（新华社记者 张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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翩翩神舞：高空抛物
等于谋杀，就算是施工也
需要做好防护。一起又一
起的高空抛物伤人事件
发生，怎么有关部门还不
引起重视呢？

原谅我是方方方：上
个月我家空调外护栏差
点掉下去 ，24 楼 ， 刮 大
风，还好被我发现让家人
提前下班回家处理，就怕
伤到人。

闭着眼睛说实话 ：看
到没有遮挡的空调外机
都不敢走，离得远远的。

� � 1、你身边有没有发生过高空坠物事件？
A、有；77%
B、没有。 23%

2、你认为高空坠物的最大责任在谁？
A、业主 /租户；63%
B、物业；20%
C、住建局；6%
D、受害人；1%
E、以上全部。 10%

3、你认为应怎样有效避免高空坠物事件的发生？
A、加强教育宣传，提高防范意识；27%
B、采取防范措施，降低风险概率；24%
C、加强管理力度，做好提醒监督；36%
D：建立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犯罪成本。 13%

“高空坠物”成为了 2019 年
上海社区工作者面试的热点题
目。 上海有近 5 万幢 8 层以上楼
房，1700 多幢 30 层以上建筑，以
及高达 33 万余块户外广告设施
和招牌， 一度因国内高空坠物频
发引起社会关注。

日前， 上海市住建委从信息
技术、机制完善等方面着手，开展
高空坠物隐患排查及整治工作。
目前，22.3 万幢房屋建筑已完成
安全隐患排查。 住建委还将对建
筑外墙、玻璃幕墙、空调外机、晾
衣机等进行全面排查， 且将具体
落实高空坠物的主体责任。

高空坠物来源主要包括建筑
物外墙墙皮、 广告牌、 灯箱等掉
落，高层居民随手丢下的弃物，以
及阳台放置的花盆等闲置物。 在
最近发生的多起高空坠物事件中
有蓄意、有无意，高空坠物就像一
颗不定时炸弹，轻则虚惊一场，重
则危及生命。

6 月 13 日， 深圳市福田区一
名男童和妈妈在街上正常行走
时， 被楼上掉下的一扇老旧窗
户砸中后男童因伤势过重不幸
去世。

6 月 22 日， 一名女子在经过
深圳南山地铁站出口时， 突然被
高空坠下的一块哑铃片砸中，女
孩瞬间倒地，头部血流不止。

8 月 11 日，陕西西安，杨先生
带着女儿去超市买东西， 正打算
回家，突然有玻璃渣从天而降，将
女孩胳膊划伤。 杨先生称，女儿被
割了 3 道口子，缝了 6 针。 涉事楼

栋的物业经理表示， 已挨家挨户
询问，暂时没找到肇事者。

8月 12日，南京一处高楼上的
铁质空调室外机护栏从 18 楼坠
落，一男子脑袋被碎片砸中，倒在
血泊中。 铁架触地后弹出 10 多米
远，砸坏一辆轿车。保安透露，因维
修工人操作失误导致护栏坠落。

8 月 13 日， 在广州越秀区某
小区，有人从楼上扔烟头，造成一
老一小两人被烫伤。

高空坠物杀伤力大，取证难，
我国虽没有专门针对高空坠物立
法， 但在法律责任明确方面仍可
找到法律依据。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五
条的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
他设施及其搁置物、 悬挂物发生
脱落、 坠落造成他人损害， 所有
人、 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
自己没有过错的， 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 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
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
其他责任人追偿。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
条的规定，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
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
他人损害， 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
的， 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
的外， 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
人给予补偿。

在深圳福田男童被砸离世事
件中， 业主和租户共赔偿 200 万
元，其中业主赔偿 180 万元，租户
赔偿 20 万元。

2016 年 11 月 19 日， 在婴儿
推车里的女孩小菲（化名）被一块

半截多孔砖头砸中头部， 导致颅
骨粉碎性骨折，颈椎半脱位。 砖头
掉落的位置， 正对着一栋 5 层高
楼房的楼梯间。 警方确定砖头是
从涉案房屋 3 楼以上的某处被人
为扔下来的，但到底是什么人从什
么具体位置扔下的砖头， 无法确
认。这栋楼一共 19个房间出租，加
上没有住在这里的房东夫妇，有嫌
疑的一共 31人。无奈之下，小菲的
父母把这 31 人都诉至法院。 法院
最后判决，3 楼以上的 18 名租客，
每人补偿小菲 3105.5 元。

近年来， 高空坠物频发且杀
伤力大， 严重危害人们的出行安
全， 成为不少城市的一大公共安
全隐患。 对此，《公益时报》联合问
卷网推出本期益调查———高空坠
物谁之过？

调查自 8 月 15 日起截止到 8
月 19 日， 共有 1009 名网友参与。
调查结果显示，有 77%的网友身边
曾发生过高空坠物事件；63%的网
友认为高空坠物最大责任在业主
或租户，也有 10%的网友认为业主
或租户、物业、住建局、受害人均
有责任。

在“怎样有效避免高空坠物
事件发生” 的问题上，36%的网友
认为应加强管理力度， 做好提醒
监督。 应该向住户反复强调防范
高空坠物的措施， 杜绝在阳台等
地方堆放杂物； 定期入户检查是
否存在高空坠物安全隐患， 及时
处理和消除隐患； 在居民楼旁边
安装镜头向上的监控，全天候、无
死角监视从天而降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