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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童攀爬小区石雕受伤物管担责

物管公司被判承担七成责任并赔偿9万余元

□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许月映

通讯员 罗倩琳

小孩擅自攀爬公共场所的石雕，石

雕倒塌，孩子受伤，谁该负责？ 近日，记

者从佛山市禅城区法院了解到，11 岁的

小龙攀爬上小区内的孔雀石雕，不料该

石雕松动倒塌，导致小龙腿部受伤。 意

外来临， 小龙父母向禅城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为小区提供物业服务的某物业

管理分公司及其总公司赔偿损失 31.5

万余元。 最终，禅城法院经过审理，判定

物管公司承担七成责任，共需赔偿 9 万

余元。

家属：物管失责致石雕倒塌

2017 年 10 月 29 日傍晚，小龙在小

区内玩耍时，攀爬小区物业服务中心门

前右侧处竖立的一尊孔雀石雕尾部，突

然， 石雕受力而向小龙攀爬方向倒塌，

小龙跌落在地，痛苦不已，腿部严重受

伤。 事故发生后，父母赶紧将小龙送往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治疗，经诊断

为：左胫骨开放式骨折、左小腿脱套伤、

左胫骨前肌部分断裂、 右膝皮肤擦伤。

由于伤情严重，小龙被送往南方医科大

学南方医院继续治疗。

意外来临，小龙父母向禅城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赔偿经济损失。 庭审中，小

龙父母表示，经现场查看，孔雀石雕的

主体部分和底座是相互分离的，两者通

过胶水等粘合物连接，但由于物业公司

日常管理时并未对该石雕进行正常的

日常维护，连接处出现老化松动最终导

致石雕主体部分倒塌。 该石雕的周边，

物业公司亦未设置任何安全提醒标示、

设置隔离带等必要的安全保障设施，存

在严重安全隐患，物业公司在物业管理

中严重失当，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事

故发生后，小龙父母多次向物业公司索

赔未果，故而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

判令两物业公司赔偿损失 315268.14

元。

物管：家属监管小孩不力

两物管公司辩称， 小龙在该案事

发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 依法应由其

自行承担相关责任。 从监控视频可以

看到， 事发时， 小龙突然自行闯入小

区非公共活动场地的草坪中间， 强行

攀爬用于小区美观装饰的石孔雀， 导

致石孔雀因受力过大而断裂跌落砸伤

自己。 涉案石孔雀只是一件用于小区

美观设计的装饰用公共设施， 并非小

区游乐设施。 且旁边竖立有小区 《住

户文明公约》 公告牌， 提醒小区居民

应爱护公共财物， 共同维护公共设施。

小龙未遵守住户文明公约， 强行攀爬

石孔雀这一公共设施， 才导致意外事

故发生。 同时， 小龙作为十多岁的未

成年人， 自身也应知晓强行攀爬任何

物件都会有风险。 另外， 小龙父母也

未尽到监护和安全教育义务， 故小龙

对意外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 应

自行承担相关责任。

物管公司还表示，物管公司不是所

涉石孔雀的所有人，也不是该石孔雀的

生产建造者和提供者。 事发前石孔雀没

有任何异常， 物管公司在平时工作中，

已经尽到日常物业服务义务，不应承担

民事责任，小龙父母要求物管公司承担

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

法院：物管应承担 70%责任

禅城法院经审理查明，该案为因人

工构筑物倒塌致人损害所引发的人身

损害赔偿纠纷，认定涉案小区某物业管

理分公司管理的事实。 在该案中，石雕

倒塌与小龙所受伤害之间存在因果关

系，虽然《住户文明公约》恰好立于涉案

石雕旁，但从文明公约内容看，并不能

等同于安全警示标志，不能给人以此处

危险须注意安全的危险源告知和需谨

慎注意的警示和提醒作用。 但事实上石

雕确存在倒塌的风险，且其高度和重量

足以致人伤害，该物业管理分公司依法

负有对小区内公共设施管理、 维护、修

缮的职责，对于基底不牢固的石雕没有

尽到必要的管理、修缮注意义务，致使

石雕在多方面的原因结合造成了本案

的损害事实的发生，应承担主要作为儿

童的小龙施加的外力作用下倾倒致小

龙下肢受伤的民事赔偿责任。 小龙系未

成年人，事故发生时年满 11 周岁，在无

监护人陪同下，缺乏安全意识，擅自攀

爬小区公共设施，对其自身的伤害结果

应承担次要责任。 综上，本院酌定该物

管分公司应承担除精神损失外 70%的

民事赔偿责任。

禅城法院表示，另查，该小区的物

业管理服务，是由某物业管理分公司的

名义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并由其提供物

业服务，该物业管理分公司是该物业管

理总公司依法设立的分公司。 根据公司

法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

事责任由总公司承担。 但分公司经依法

设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具有

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对于自身的债务

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分公司无

力承担债务时，应当由总公司承担补充

清偿责任。

最终， 禅城法院确认包括医疗费、

护理费、营养费等多项费用在内的费用

共 124874.74 元。 该物管佛山分公司应

赔偿 87412.32 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0 元。物管总公司对债务承担补充清

偿责任。

两被告不服， 向佛山中院提起上

诉，二审维持原判。

法官表示， 虽然在公共场所一

般都会设置基本警示标识或安全提

示， 但由于未成年人特别是儿童对

潜在危险的识别和防范能力毕竟是

有限的。 因此，建议公共场所、设施

的管理者应当提高管理服务水平，

加强对危险性设施的检修维护力

度，排除危险源。 同时针对儿童，应

当设置更加醒目、 更具针对性的警

示标志，必要时设立物理隔离设施。

一旦发生损害， 应及时采取合理的

救助措施，避免损害结果扩大。 家长

在日常的家庭教育中， 也要注重对

孩子的安全教育， 增强孩子对危险

的认知能力， 也不要忽略对孩子的

监管，让孩子远离危险源，最大限度

预防未成年人人身损害事故的发

生。

作为禅西片区的两个市级“绿

肺”，王借岗森林公园和五峰山森林

公园大树参天、郁郁葱葱，是佛山市

民踏春赏花的好去处。 但每年的清

明月， 这些靓丽公园却迎来了不少

“不文明”的游客。

“五峰公园从 4 月 8 日开始，每

天组织了 20 多名园林工人加紧清

理供品垃圾，仅仅 8 日一天就清理 9

车

（约

4

吨）

垃圾。 ”五峰公园绿化养

护负责人黎伯权表示，“工作量蛮大

的，预计要做到这个周五

（

12

日 ）

才

能将大部分供品垃圾基本清理完

毕，这周将近要清理 15 吨垃圾。 ”

记者了解到， 整个清明月期

间， 五峰公园安排管理人员 24 小

时留守值班以及 2 辆园林洒水车

24 小时满水待命。 清明 3 天小长

假+4 月每个周末共 9 天是祭祀人

潮高峰期， 届时五峰公园将全园出

动， 每天组织约 40 人组成的巡山

队伍分 6 组上山巡查， 对每个明火

拜祭的山坟进行一对一全程观察，

跟踪检查。 拜祭人群散去后， 对香

烛纸钱等拜祭品洒水熄火， 覆土处

理， 杜绝火险隐患。 而王借岗森林

公园在市民拜祭高峰期期间， 也继

续增派山林防火巡查和卫生保洁人

手， 保障防火、 保洁善后工作落实

到位。

据统计，清明 3 天小长假，上述

两个公园迎来了近 1 万人次的拜祭

市民后，王借岗 800 平方米、五峰公

园 6000 平方米的绿化被践踏破坏；

小长假结束后，塑料袋、饮料、炮仗

碎、包装纸、蔗渣、报纸等废弃物随

处可见。“园林工人要蹲在地上将这

些小件垃圾一个个捡起来， 耗时耗

力。 ”黎伯权坦言，假期期间园林工

人忙得不可开交。 4 月 5 日~9 日，园

林部门在这两个公园组织出动了人

力 250 多人次加强卫生保洁， 已清

理出 16 吨供品垃圾。

据介绍，在 4 月 13 日~14 日、20

日~21 日、27 日~28 日， 这两个公园

还将陆续迎来祭祖人潮高峰期。 园

林部门也呼吁市民， 用文明祭扫替

代陈旧习惯， 可以让祭祀活动更安

全，祭祀环境更清净。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清明小长假后两公园清理16吨垃圾

法官：

公共场所管理者

应加强检修力度

▲

园林工人在五峰山森林公

园清理拜祭垃圾。

通讯员供图

荨

园林工人在五峰山森林公

园组织巡山队伍排除山火隐患 ，

清理拜祭垃圾。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