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遛狗没拴绳 晨练老人受惊摔倒

老人身体多处骨折 狗主人被法院判赔 7.1 万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 月 11 日讯（记者 王天宇）76 岁的退休老
人在海口永万路的人行道上晨练时，一
只没拴绳的大黑狗突然从其身边跑过，
老人受到惊吓后摔倒导致骨折。事后，
老人将狗主人告上法庭索赔各类损失 11
万余元。1 月 11 日，记者了解到，该案
经过法院审理，法院判决狗主人赔偿老
人 7.1 万余元。
2018 年 2 月 19 日早晨 7 点 20 分左
右，汪某在海口市秀英区永万路人行道
上晨练，从北到南进行倒着走锻炼，突
然一只大黑狗从汪某旁边跑过，汪某受
到惊吓后猝不及防，向后摔倒。大狗的
主人祖某也在现场，经报警后祖某一起
到医院为汪某治疗。经诊断，汪某的左

购物时摔倒

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左尺骨茎突骨
折。祖某当时垫付了医疗费 1371.5 元。
经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调查，确认祖
某属违法无证养犬，并对祖某作出 500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汪某因一人居住在海南，为了便于
家人照料并获得更好的治疗，汪某回北
京寻找医院治疗，期间，先后到三家医
疗单位进行治疗，共支出医药费合计
20504.4 元。因双方对赔偿一事无法达
成一致，汪某一纸诉状将祖某告上法
庭，请求法院判令祖某赔偿因其违法饲
养动物并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的
汪某医疗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精
神损害赔偿金等各项经济损失共 11 万
余元。

海口市秀英区法院审理认为，祖某
无证养狗并在事发遛狗时没有拴狗绳
子，在狗跑过人行道时，惊吓到正在倒
着行走锻炼的汪某，致其摔倒受伤，主
要过错责任在于祖某。汪某系 76 岁高龄
的退休人员，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即
使是正常行走时对突发事情的反应处理
都不能确保及时到位，汪某其实已经预
见到倒着行走锻炼的危险性，但抱着侥
幸心理，仍然在人行道内倒着行走晨
练，在狗跑过人行道受惊时，未能及时
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对造成自己摔倒
受伤，也应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况
且，汪某受伤骨折在海南省内医院或一
般正式医院都能治疗，但汪某先后到多
家医院治疗，无形中扩大了费用的支

海口一女士状告农贸市场

法院判令市场管理方赔 16 万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 月 12 日讯（记者 王天宇）海口一名上了
年纪的女士在农贸市场购物时不慎摔伤
后，将市场管理公司及其总公司起诉到
法院，索赔 24 万余元。日前，法院终审
认定两家公司承担 70%的责任。

农贸市场摔倒受伤 女士起诉索赔
2018 年 7 月 11 日 8 时 27 分，陈某
在海口市海甸岛某农贸市场购物时不慎
摔倒受伤，被海口市 120 急救中心送往
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陈某的右股骨
颈骨折。
据悉，该农贸市场的管理公司为海
口市某物业公司海甸分公司（下称物业海
甸分公司），该公司是海口市某物业公司
（下称物业公司）设立的分公司。
陈某因与市场管理方就赔偿问题未
达成一致，将物业海甸分公司、物业公
司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两家公司共
同赔偿陈某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人身损害损失 240577.6 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物业海甸分
公司负责管理涉案的农贸市场，虽然与
各摊主签订 《海口市农贸市场内部经营
“摊位三包”责任书》，系属于其内部管
理，且物业海甸分公司每天都安排人员
对市场进行清扫、管理，但从双方提供
的证据来看，仍然存在地面潮湿且有垃
圾的问题，导致陈某在购物时摔伤。物
业海甸分公司应承担陈某在其经营、管
理的农贸市场摔伤的民事赔偿责任。
关于物业公司、物业海甸分公司主
张陈某是帮其女儿郑某经营摊位时摔
倒，应由郑某承担赔偿责任，但并未提
供充足证据予以证明，法院未采纳。
此外，法院认为，物业公司是物业
海甸分公司的总公司，应对其债务承担
责任。对此，法院对陈某的各类费用进
行认定后，一审判决两家公司向陈某支
付医疗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共
240089.78 元。

二审改判涉事公司承担 70%责任
一审宣判后，两家公司不服判决，
提出上诉。
海口中院审理认为，物业公司、物
业海甸分公司作为涉案农贸市场的管理
方，应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并尽到管理
监督义务，但是在本案中，未有证据证
明两家公司在安全保障方面的提醒及措
施，对于陈某的人身损害结果应承担主
要责任。陈某作为成年人，在农贸市场
相对特殊的场地进行购物时，理应对自
身安全保障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其由于
疏忽大意导致损害的发生，对自身损害
的结果应承担次要责任。
法院综合双方的过错情况，物业公
司 、 物 业 海 甸 分 公 司 应 承 担 70% 的 责
任，陈某应承担 30%的责任。
日前，海口中院终审改判两家公司
应向陈某支付医疗费、精神损害赔偿金
等各类用费用 168062.85 元。

办案途中偶遇事故 三亚交警及时救助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 月 12 日讯（记者 利声富 通讯员 张海
哲）11 日凌晨 2 时许，三亚交警支队 4 名
路管员在办理案件途中突遇一起交通事
故，看到驾驶人满脸血迹后立即展开救
援，受伤群众得到及时救治。
1 月 11 日凌晨 2 时许，三亚交警支
队崖州大队路管员陈鹏、刘佳威、林鸿
鹏、梁树才等四人前往三亚市区办理案
件途中，经过天涯区酸梅隧道时突遇一
起交通事故。一辆工程车与一辆小型轿
车发生追尾事故，小轿车驾驶人满脸血
迹，伤情不明，现场情况十分危急。交
警路管员立即开展事故现场救援，并拨
打 120 电话。
在救护车与高速公路管理大队路管
员到场后，陈鹏等 4 名路管员帮助伤者
上救护车、与辖区交警交接后才离开。
由于处置及时得当，伤者第一时间得到
了救治，避免了二次事故发生。

事故中受损的小轿车。

出，综合案件的事实及各方主体的过错
程度，对汪某的损伤，酌定由汪某承担
40%的责任，祖某承担 60%的责任。
对此，法院一审判决，祖某应赔偿
汪某医疗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精
神抚慰金等共 38105.82 元。
一审宣判后，汪某提出上诉。
海口中院认为，汪某在人行道倒着
行走锻炼时，祖某无证养狗且未拴狗绳
子遛狗，汪某被狗冲窜受到惊吓导致摔
倒受伤。根据相关规定，祖某应承担全
部责任，汪某没有责任。
海口法院认定祖某应向汪某赔偿的
各项损失 72465.34 元，扣减祖某已垫付
的费用，海口中院终审改判祖某应赔偿
汪某各类费用 71093.84 元。

琼海公安征集
盗狗案件线索
新海南客户端、
南海网、
南国都市
报 1 月 12 日讯（记者 苏桂除 通讯员
冼才华 文德志）日前，
琼海市公安局组
织侦办以朱其胜、邹亮、陈忠发，
石东
会、
刘渊等人的盗狗案件。自2020年
9 月以来，
该团伙在琼海市嘉积镇、琼
海市塔洋镇等琼海周边地区及文昌周
边地区活动盗狗，
通过喂食藏有毒药
的鸭肉进行盗狗并屡屡得手。
为进一步深挖犯罪，彻底摧毁
该犯罪团伙，现号召广大群众和社
会各界积极检举、反应该团伙的犯
罪线索，如家中有狗被盗窃的情
况，请积极向公安机关反映情况，
琼海市公安局将对相关人员的个人
信息严格保密。
举报地点：
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善集路原市
公安局巡特警大队（自游岛酒店旁）
举报电话：
18089849618（谢警官）
18907639527（杨警官）

民房起火 4 人被困
澄迈消防成功救援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
市报 1 月 12 日讯（记者 石祖波 通讯
员 陈焕林）1 月 12 日 13 时 12 分，澄
迈县加乐镇中山三路一民房着火，
有 4 名人员被困，澄迈消防救援大
队接警后，立即调派金江消防站 3
车 7 人赶赴现场扑救。
13 时 33 分，消防员到达现场
后得知：着火建筑为一栋三层高的
居民楼，起火点位于二楼，现场浓
烟滚滚，三楼有 4 人因浓烟被困在
防盗窗窗台，情况十分危急。
现场指挥员组织封锁火灾现
场，疏散围观群众，命令指战员出
两支水枪灭火。13 时 42 分，4 名被
困窗台的群众被安全救出并疏散转
移至安全区域。14 时 12 分，经确
认，明火已经被扑灭。
经初查，着火部位为民房客
厅，过火面积约 20 平方米，主要燃
烧物为床垫、家具等杂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