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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通讯员

交通宣）

昨日， 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发

布《关于增加2021年度中小客车增量

指标配置额度的通告》，明确在原有12

万个/年增量指标配置额度的基础上，

今年将额外增加3万个增量指标。

根据《通告》，本次额外增加的指

标自2021年4月份起按月平均分配，即

每月额外增加约3千个， 全部用于个

人节能车指标摇号，具体由市指标管

理机构纳入每月增量指标配置计划，

按月组织实施。

据了解，为促进汽车消费，广州

市自2019年6月起多次出台额外增加

增量指标配置额度措施，2019年6月至

2020年12月期间已累计额外增加12.7

万个增量指标， 其中2019年5.8万个，

2020年6.9万个。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

3月26

日，广州正式入夏，打破了广州站最早入

夏历史记录。 入夏提前，即意味着气温偏

高；气温偏高，大伙就盼望冷空气。 这不，

冷空气急大伙之急。预计，受冷空气影响，

昨日后半夜就会有雨，今日凌晨至明日转

中到大雨，还有短时大风、雷电和降温；今

日有中雷雨局部暴雨。

今年1~3月， 广州月均气温全都相对

偏高：1月平均气温14.7℃，较近10年同期

偏高0.3℃；2月全市平均气温为19.5℃，较

近10年平均值偏高3.5℃， 是历史同期第

二高值；3月， 全市月平均气温21.7℃，较

近10年同期偏高2.7℃， 为历史3月最高

值。

那么，4~6月即第二季度广州天气又

是怎样的呢？一句话概括就是降雨前少后

多、需防暴雨台风强对流。预计，第二季度

广州各区平均气温偏高， 大致为25.5~

27.0℃。其中，5月27日前后、6月3日前后和

6月22日前后可能出现高温

（

≥35℃

）

过

程。

据了解， 今年来， 广州市平均雨量

83.2毫米， 从1951年来排在历史第四少。

好在8日~9日有雨水来， 可以缓解干燥的

天气。预计，14日~15日，受切变线影响，广

州有小雨，气温将再次下降。 据气象部门

预测，7日的后半夜就会有雨了；8日凌晨

到9日有中到大雨，届时伴有短时大风、雷

电。 气象部门提醒，雨比较大，体感偏冷。

广东省气象台预测，受高空槽和切变

线影响，7日夜间~9日白天，韶关、清远、粤

西和珠江三角洲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到

大暴雨，全省部分市县伴有雷电、8级左右

短时大风，局地有小冰雹；9日夜间到10日

全省大部阴天间多云有分散小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男子

在小区打篮球防守过程中，被撞伤了鼻子，

因赔偿问题谈不拢， 将对方诉至法院。

近日， 广州中院对该案作出了终审判

决， 认定受伤者是自甘风险的行为，对

方无需担责。

打篮球受伤向对方索赔

一审法院查明，2020年7月12日晚，

周某、陈某一起在广州某小区篮球场进

行篮球运动，周某在防守陈某过程中鼻

子受伤，随后周某去医院检查，被诊断

为鼻骨骨折， 后于2020年7月21日住院

手术治疗，2020年7月23日出院，周某在

整个治疗过程中个人实际支付医疗费

2535.64元。

周某主张其鼻子受伤是陈某肘部

撞击造成， 于2020年7月25日找到陈某

协商后续赔偿事宜， 双方未达成一致，

周某遂报警处理， 警察到场后向周

某、陈某询问了事件经过并进行了调

解但未成功。 周某于是起诉要求对方

赔偿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

陈某庭审中称其不确定是否是其

导致周某受伤，当时打篮球时确实是周

某防守他，但旁边还有其他人协防。 庭

后法庭向出警警察进行电话询问，警察

回复称陈某当时承认是其导致的周某

鼻子受伤。

一审：承担30%补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篮球运动是一种具

有一定对抗性和危险性的竞技群众性

体育运动，参与者应对该运动的内容和

性质引发的合理风险有所认识和预见，

该合理风险应包括但不限于参加者之

间因身体接触、冲撞甚至一方犯规所导

致的身体损伤。

本案周某受伤的事故发生在上述

篮球体育运动中， 根据本案查明事实，

可以认定双方在篮球攻防中，陈某在运

动中导致周某鼻子受伤的事实。 但本案

并无证据证实陈某在事故发生时存在

伤害周某的故意或过失，故确认在涉案

事故的发生中，双方对损害后果的出现

均无过错，陈某无需向周某承担侵权赔

偿责任。

但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

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

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

方分担损失。 本案周某的受伤是陈某所

致，如让周某完全承担损害后果，不符

合公平的原则。

故此，一审法院酌定由陈某对周某

本次受伤造成的损失承担30%的补偿责

任，赔偿医疗费、误工费1118.62元。

二审：风险自甘对方不担责

陈某不服，提起上诉。广州中院二审

认为， 一审法院认定陈某与周某在篮球

攻防中导致周某鼻子受伤，并无不当。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

第一款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

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

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

侵权责任 ；但是 ，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

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第十六

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受害人自愿参

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受到损害

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第一

千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

本案系篮球运动过程中发生的人

身损害赔偿纠纷。 从侵权法角度，球员

自愿参加此类比赛属于一种自甘风险

的行为。 对于自甘风险的行为，除非对

方球员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受害人不得请求对方承担侵权责

任。 本案中，并无证据证实陈某在事故

发生时存在伤害周某的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故确认陈某无需向周某承担侵权

赔偿责任。

二审于是判决， 撤销一审法院判

决，驳回周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打篮球被撞伤鼻子，他人要担责吗？

法院二审认定伤者属“自甘风险”，对方无需担责

今明“雷风雨”齐降广州

全省部分市县伴雷电及8级左右短时大风，局地有小冰雹

市气象台预测

广州今年增加

3万个粤A牌

全部用于个人节能车指标摇号

今日：中雷雨局部暴雨，

19~23℃

明日 ： 中雷雨转阴天 ，

19~24℃

10

日：多云到阴天，局部

有小雨，

21~27℃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刘思铭 ）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昨日上午，越秀区少工委启动党团队

三旗传递仪式。 启动仪式上，文德路小学

和秉正小学的少先队员们隔空对唱红歌。

活动创新地加入红色歌曲“飞花令”

环节。 三旗传递过程中，每所学校要接受

上一所学校的挑战，在活动主题“学党史、

强信念、跟党走”中选一个字，并唱出带有

该字的红色歌曲。 启动仪式上，文德路小

学和秉正小学实时连线对唱拉歌。 围绕

“党” 字， 文德路小学的队员们唱出红歌

《唱支山歌给党听》， 秉正小学收到挑战

后，隔空唱起了《歌唱祖国》。

启动仪式后，“三旗传递”将在越秀区

全区铺开， 并于一个半月内完成三旗传

递，全区 10 万青少年将共同参与活动。

越秀区启动党团队三旗传递仪式

少先队员隔空“飞花令”唱出新意

广州11个社区获评

2020 年度“全国综合

减灾示范社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

员 穗应宣 ）

记者昨日从广州市应急

管理局获悉，去年，广州市花都区梯面

镇红山村社区、 天河区长兴街天鹅社

区、南沙区大岗镇灵山社区等、黄埔区

黄埔街悦涛社区、 白云区江高镇大田

村社区、增城区朱村街朱村社区、番禺

区桥南街华荟社区、 海珠区新港街银

禧社区、荔湾区彩虹街园中园社区、从

化区太平镇翠荔社区、 越秀区光塔街

怡乐里社区 11 个社区

（行政村 ）

获评

2020 年度“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目前，广州市获评“全国综合减灾

示范社区”的社区

（行政村）

共 202 个，

创建总数和 2020 年年度创建数量均

位列全省首位。

昨日上午，越秀区少工委启动党团队三旗传递仪式。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