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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散步被一包A3复印纸砸中身亡
嫌疑人未满16周岁不负刑责，此事已转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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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散步遇高空抛物
老人经抢救无效身亡

“现在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庭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年迈的
父亲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时好
时坏。”说起母亲的突然离世，42岁
的朱亮（化名）话语中透着悲伤。

朱亮说，母亲生前几乎每天
吃完晚饭都会找好友一同散步，5
月31日这天亦是如此。当晚，韩英
从家中离开，当她步行至青岛市
市南区一处写字楼时，一包A3复
印纸从天而降，击中了韩英的头
部，韩英随后倒在血泊之中。事发
之后，现场市民迅速拨打了120和
110。

“父母在青岛居住了20多年，
我和妻子、孩子生活在北京。”朱
亮说。

在发生突发状况后，有市民
认出了倒在血泊中的韩英，立刻
赶到韩英家中报信。

“当时父亲正在吃饭，在父亲
被人搀扶着赶到事发地点时，母
亲已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现
场只剩下一片血迹。”朱亮说，因
为事发突然，崩溃的父亲出门时
手机都忘了拿，是小区物业人员
跑回家里把手机拿过来的。

当晚，他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电话中父亲告诉了他，母亲经抢
救无效身亡的消息。在得到消息
的那一刻，远在北京的他整个人
都蒙了。

实施高空抛物的
是一名未成年人

朱亮回到青岛后，立即赶到
当地公安局。从民警口中，朱亮
得知母亲属于高空抛物致死，击
中母亲头部的A3复印纸足有8

斤重。
“装有A3复印纸的包装已

经打开使用了，里面大概剩了
400张A3复印纸。”朱亮告诉记
者，事发后当地警方连夜展开了
调查，并于6月1日找到了实施高
空抛物的犯罪嫌疑人。然而让人
没想到的是，实施高空抛物的犯
罪嫌疑人竟是一名未满16周岁
的未成年人。

“警方在一所学校找到了那
名学生。之后，当着监护人和学校
老师的面对他进行了询问。”朱亮
表示，案发当晚，那名学生在写字
楼28层的某培训机构自习。当时
他临时起意，先从28层卫生间扔
下一卷卫生纸，然后，再次从同一
位置向楼下抛出一包A3复印纸。
正是第二次扔下的这包A3复印
纸夺走了朱亮母亲的生命。

“6月9日，警方告知我，由于
犯罪嫌疑人属于未成年人，无法
对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进行立案。但针对案发时的一
些细节，比如，该未成年人在实
施高空抛物时有没有受到他人
教唆等，6月10日，我们提出了刑
事复议。”朱亮说，事发至今，他
与这名未成年人及其家属从未
见过面，而对方也从未进行过道
歉，只是通过警方转达了支付3
万元丧葬费的意愿。不过，对于
这3万元丧葬费，朱亮和家人没
有接受。

根据朱亮提供的一份青岛
市公安局市南分局出具的《不
予 立 案 通 知 书 》内 容 显 示 ：

“2022年5月31日提出控告的韩
某某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案我局经审查认为，因犯罪
嫌疑人未满16周岁，依法不负
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十六条之规定，不追
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
二条之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针对这件事，警方一直很重
视，也在全力展开进一步调查。刑
事复议的结果很快就会出具了，
在拿到结果后，我们就着手准备
提起民事诉讼。”朱亮说。

一直未得到当事人道歉
家属希望悲剧不再发生

近日，记者来到事发的培训
机构，教室里空无一人，门口电源
插排上插着手机充电器，旁边的
打印机亮着电源灯。

在隔开的几间教室里，摆放
着桌椅板凳、黑板、书本等一些教
学用具，其中一间教室的白板上
还留着书写的化学知识内容。

随后，记者来到卫生间，发现
这里摆放着两箱“A3多功能复印
纸”、两包卫生纸、一把雨伞和一
些杂物。洗手间的洗手池旁一米

远处是两扇窗户，室内一侧架设
了铁网，但是其中一扇窗户的中
间部分留有一个宽约10厘米、长
约30厘米的空当，记者尝试后发
现，手可以自由伸出窗外。

“这个培训机构是否还在运
营我不太清楚，高空抛物的事我
也不知道。”附近一家公司工作人
员说。在写字楼一楼，一位工作人
员表示，事发当晚他已下班，第二
天听说出了事，但具体是什么事
不太清楚。

随后，记者尝试联系涉事未
成年人的家属，但未能与对方取
得联系。

针对朱亮母亲的遭遇，记者
从警方获悉，由于犯罪嫌疑人为
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根据我
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
负刑事责任，不予刑事立案，现在
此事已转为民事诉讼。

由于当事人一直没有道歉，
这让朱亮比较愤怒。作为受害者
家属，他也希望发生在自己家庭
的悲剧能引起社会对高空抛物的
重视。

实际上，因高空抛物、高空坠
物而导致的流血事件已屡见不
鲜，为了有效遏制高空抛物、高空
坠物行为，2021年3月1日，高空抛
物罪正式入刑。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
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
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
重的规定。

而对于高空坠物，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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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偿等。

文/片 记者 钟建军 杜晓丹

消费者：
店铺无人桌椅都在
百名会员建群维权

近日，帮办记者来到位于烟台
开发区的永旺梦乐城金沙滩店。唏
嘛香牛肉面店位于商场的一楼，该
店并没有营业，门口拉起了隔离
线，但店内的桌椅、板凳都在。

“今年5月份的一天，过来吃
饭突然发现这家店关门了，老板
也不知去向。”孙先生说，他多次
拨打该店老板的电话，始终无人
接，“大家都联系不上，听说老板
跑了”。

“卡里还剩150元。”孙先生觉
得，虽然卡内剩的钱不多，但该店
不打招呼就闭店，太不讲诚信。

不只是孙先生，市民姜女士
和孙女士也陆续来到这家店门口
想找老板退卡。

姜女士说，她也在这家店办
了储值卡，还没吃几次店就关门

了，储值卡里还剩192元。一旁的
孙女士则表示，她在这家店的储
值卡里还剩360元钱。

由于许多会员的储值卡里还
有钱，但找不到老板，办卡的消费
者便在收银台上贴了多张维权群
的二维码，以供大家扫码入群。目
前，该维权群里已有百余人，他们
储值卡内的余额不等，少则20多
元，多则800多元。

市场监管部门：
将该企业列入

“经营异常名录”

不少在该店办卡的会员称，
“老板跑了”，他们已向市场监管
部门投诉。

6月29日，烟台开发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海河市场监督管理所工
作人员李骁告诉帮办记者，该所
近两个月接到多位市民反映烟台
唏嘛香牛肉面永旺梦乐城金沙滩
店闭店，但未给消费者退储值卡
余额一事。

“该店老板跑了，找不到
人。”李骁称，联系多次一直联
系不上这家公司的法人。目前，
执法人员已到现场取证完毕，
正在走流程将这家公司列入

“经营异常名录”。列入“经营异
常名录”，将会对企业造成较为
严重的后果，通过在安全许可、
生产经营许可、从业任职资格
等领域，对严重失信企业予以
限制。

商场运营经理：
该商户也欠商场钱
已提起诉讼维权

商户入驻商场一般会交部
分押金，该店是否向商场交过
押金？能不能把这部分钱退给
消费者？

永旺梦乐城金沙滩店负责
营运的王经理称，唏嘛香牛肉
面馆也欠着商场的费用，他们
也一直未能联系上该店负责
人，目前这家店铺属于搁置的
状态。“我们要求商户来解决顾
客的储值卡余额问题，但他一
直 不 来 营 业 ，我 们 也 找 不 到
他。”王经理称，该商户虽然向
商场交了押金，但是不足以抵
扣该店的债务。该店铺是有装
修的，恢复原状还需要一大笔
费用。目前，商场已对该商户提
起诉讼维权。

如果遭遇店家闭店、退款
无门，消费者该如何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呢？对此，山东川奇
律师事务所尹律师表示，首先
可以通过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和
协调，这样既省时又省力。如果
没有结果，建议通过诉讼的方
式来维权。虽然店铺不营业了，
但是不代表承担责任的主体不
在。如果是个体工商户的话，个
人也有连带责任，可以追加个
人来偿还。

家住青岛市的67岁老人韩英（化名）晚饭后散步至一处写
字楼时，一包A3复印纸突然从天而降，韩英被砸中不幸身亡。
事发之后，青岛警方迅速展开调查，仅用数小时就找到了实施
高空抛物的犯罪嫌疑人，一名未成年人。

烟台开发区这家面馆突然闭店，老板失联

储值卡余额无处可退，顾客抱团维权
近年来，与储值

卡相关的消费纠纷日
渐增多，烟台的孙先
生日前就反映，烟台
唏嘛香牛肉面永旺梦
乐城金沙滩店突然闭
店，联系不上老板，储
值卡里的钱也退不出
来。为此，许多消费者
成立了维权群，群内
已有百余人，大家储
值卡内的余额少则20
多元，多则800多元。

高空抛物发生在这座大楼的28层。

消费者成立了维

权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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