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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扬中法院审结一
起责任纠纷。刘某在驾驶电动
自行车上班途中与王某夫妻未
牵引的狗相撞，刘某脊椎受伤，
构成七级伤残，治疗期间花费数
十万元。法院审理认为，王某夫
妻在遛狗过程中，未对犬束犬
链，导致刘某摔倒，应对刘某损
伤承担侵权责任，一审判决王某
夫妻向刘某赔偿 45.87 万元。
王某不服提起上诉，后经法院调
解，最终赔偿41万元。

5月16日北晚在线

遛狗不拴绳，宠物狗在马路
上乱跑与电动车相撞，导致他人
受伤致残。这起纠纷以狗主人
赔偿41万元而结案，教训深刻。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饲
养宠物犬的市民越来越多，在一
些地方，不文明养犬的现象日益
突出，其中以遛狗不栓绳行为较
为普遍，宠物狗在小区或马路上
乱跑，甚至咬人，不仅影响正常
交通秩序，还容易造成交通事
故，对过往路人的生命健康安全
构成威胁，经常引发一些矛盾和
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社
会和谐稳定。为此，许多地方陆
续出台地方性法规，要求文明养
犬，规定遛狗必须按规定栓牵绳
等。

我国民法典明确，饲养的动
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
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
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
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违反

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
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
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
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
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
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
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新修订的动物防疫法于去
年5月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
携带犬只出户应佩戴犬牌并采
取系绳等措施。也就是说，“遛
狗不拴绳”属于违法行为，造成
他人损害，狗主人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本案例中，刘某在驾驶电
动自行车上班途中，与未拴绳的
狗相撞，治疗期间花费数十万
元。狗主人遛狗未牵绳，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法院综合事故发
生的过程、刘某自身情况以及治
疗情况，酌定由狗主人承担65%
的民事责任，经调解最终赔偿
41 万元。狗主人因“遛狗不拴
绳”的错误行为，付出了巨大代
价。

可以说，此案例的警示意义
很大，也是一堂很好的普法课，
警示和教育大家，一定要遵纪守
法，文明养犬。法律不是儿戏，
市民必须“依法养狗，文明养
狗”，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来规范
自己的养犬行为，真正做到遛狗
按规定栓牵绳，并做好安全防
护、环境卫生及防疫等措施，让
宠物狗在公共场所活动时，始终
能控制在狗主人手中。否则，一
旦宠物狗闯祸伤人，狗主人可能
就要支付不菲的赔偿。

继“香菜奶茶”“折耳根奶
茶”等网红饮品纷纷横空出世
后，一款洗衣液瓶造型的奶茶最
近接棒走红网络。有人觉得新
奇，向周围朋友推荐；也有网友
质疑，这种造型的奶茶会不会误
导孩子，增加儿童误食家中洗衣
液的风险。

5月16日《成都商报》

“洗衣液奶茶”，一推出便吸
睛无数。据说这款奶茶实际上是

“披着洗衣液的外壳”，内里是泰
式奶茶的饮品，“洗衣液+奶茶”，
看起来创意十足，实则令人大惊
失色。

一惊，如此设计偏离法规。
依据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
须真实，对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
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
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有警示标
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经营者向
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
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
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
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洗衣液奶
茶”显然没有做到。

二惊，如此设计违背常识。
众所周知，洗衣液是日化用品，不
可食用，而奶茶是民众尤其是青
少年喜爱的饮品，安全是第一要

素。将两种不相干的物品混搭到
一起，奶茶容器的外形酷似洗衣
液包装，会令人产生一些认知混
淆，尤其容易误导判断力不健全
的年幼孩子误食真的洗衣液，埋
下食品安全的隐患。

三惊，如此设计模糊了创意
边界。好的设计一定要向上向
善，给人以良好体验，而不是没有
依据地胡乱设计。我们鼓励设计
奇巧，大胆创新，但反对故弄玄
虚、胡乱混搭、无视安全边界。违
背常理、隐藏风险的创意歪风如
若得不到及时遏制，商家纷纷跟
风效仿，下次会不会冒出更奇葩、
更违背公众认知的设计来？

虽然商家表示，“洗衣液奶
茶”处于热销中，至今没有收到任
何投诉，也未听说有小孩发生误
食洗衣液的情况。然而，毕竟这
种奶茶刚推出不久，食用者不多，
如果这种创意大规模应用，根据

“海恩法则”，很有可能造成恶性
事件，届时可能悔之晚矣。

另外，“洗衣液奶茶”走红，监
管不可缺位。职能部门应密切关
注，及时出击，坚决叫停这种不良
创意及影响公共安全的违规商
品，守护商品安全。一些商家也
要提高法规水平与创新能力，不
要因为浮躁、功利而在商业大潮
中迷失了方向。

三江热议

“遛狗不拴绳致伤他人赔了41万元”
是堂生动的普法课
丁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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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液奶茶”，创意歪风当刹
斯涵涵

●专业回收发电机13867819119曹

旧货回收

搬家搬厂
●快捷专业搬家搬钢琴87907772
●千喜搬家搬厂特优87778900

●集士港白岳厂房340m2一楼
8米高出租，联系13777075595

●租售老外滩羊山巷46号402
690m2精装办公房13905749731

●离婚、房产、经济纠纷 87295238

法律服务
●民商事免费法律咨询56281878

●消防泵，排污泵，销售，
安装，维修。电话：15857400005

●宁波全屋定制工厂验房服务
专业验房师电话13685820898

服务信息

招聘公交驾驶员
因公司发展需要，需招

聘大客驾驶员数十名。要
求：持 A1、A3 驾驶证，驾驶
技术熟练，经安全政审、考
核合格后录用。薪酬：按月
出勤22天，年收入9万元左
右（含社保、公积金）。
宁波市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联系人：钱先生
联系电话：88211662

13282214720

闲置车间出租
位于宁海县桃源街

道上游路9号闲置车间出
租，一楼面积 4512 平方
米，层高 8 米，二楼 3324
平方米，层高 6米，配有 2
吨的货梯，水电齐全。价
格优惠，有意者面谈。
联系：何总13586668821

范总13805859588

厂房转让
转让位于宁海县桃源街道上游路 9-1 号，9-2

号工业厂房两幢，两幢厂房面积一样，布局一样，
厂房主体为钢结构，配置的行车轨道设计承重 20
吨，东西两侧设计配置为办公区；两幢厂房建筑面
积均为 7336.19 平方米，9-1 号占地面积 9855.9 平方
米，9-2 号占地面积 10792.6 平方米，两幢厂房长均
为 128 米，宽均为 48 米，高均为 14 米，两幢厂房产
权证各自独立，价格优惠，有意者面谈。
联系电话：何总13586668821，范总 13805859588

燃气灶专家爷玛喜
关爱家人安全健康从燃气灶开始

爷玛喜对燃气灶改革创新，解决了燃气灶使用中产
生的问题得到充分解决;①解决了燃气灶喷咀通道被结碳
产生回火引发燃气爆炸。②解决了燃气灶缺氧燃烧，以
及喷咀孔径被腐蚀排放的一氧化碳。③解决了燃气灶的
油黑，油漆挥发的甲醛。④解决了燃气灶及灶柜内产生
污染滋生细菌病毒。同时用燃气灶来适应使用环境，解
决燃气压力波动下一次空气与燃气混合不良，造成缺氧
燃烧及烧菜慢熟等的状况。发明爷玛喜新能源健康燃气
灶，健康无价，物有价。专利号:ZL 2016 1 1033002.6
电话：88453581、17757855480

一、中层管理人员（若干名）
大专以上学历，45周岁以下，性别不限，有医学基础或居家

养老工作经验者优先。
二、护理员（若干名）

大专以上学历，女性，35周岁以下，医学、养老护理专业者优先。
三、护工（若干名）

小学以上学历，女性，55周岁以下，有养老服务工作经验者
优先，包吃住。
四、服务员（若干名）

小学以上学历，女性，55周岁以下。
五、厨师（若干名）

受过相关培训或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上述人员工资面议，缴五险一金。
联系人：秦老师 俞老师
联系电话：13806669110 18268536826
电子邮箱：850450311@qq.com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院士路328号

宁波颐乐园因业务扩展需要诚招

九 峰 陵 园
市级重点扶持经营性陵园！

九峰陵园园林式陵园，坐向东南，园内小桥流水
亭台楼阁，鲜花草坪，不是公园胜似公园，多年来
一直有新老客户赞美，真正成了人生后花园理想
的选择。（地铁一号线宝幢站每天有专车接送，
需提前预约）地址：鄞州区五乡镇宝同村
0574-88389515 88389516

余姚大隐 福寿墓园
民政部门批准的正规墓园，位
于大隐镇交通便捷环境优美，
南面靠近玉佛寺边上入口、东
面通途路到底，桥下入口。
公交：33路和156路到马车
桥站下、301路玉佛寺站下。
地铁：1号线高桥西站下。
免费汽车接送（需提前预约）
电话 0574-62915168
13957891168 18968376365

文员、厨师、辅助工、清
洁工、洗衣工。一经录用待
遇 从 优 。 电 话:87196111 转
81518、87196111转85012
地址:海曙区大来街50号503室

人保培训中心急招 减资公告
根据 2022年 5月 16日股东

会决议，宁波博越机械有限公
司拟将注册资本从1500万元人
民币减至 1200 万元人民币，现
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
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
务或提供但保。

宁波博越机械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7日

通知债权人申报
债权的注销公告
宁波市江北区三江文艺培

训学校经理事会表决通过，决
定注销，清算组已成立，望债权
人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
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日起四
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电话：0574-66822807
宁波市江北区三江文艺培训学校

2022年5月17日

海曙区中山西路恒隆
中 心 写 字 楼 24 楼 面 积
493.82m2和23J面积97.76㎡，
价格面谈。
联系电话：史小姐87687009

写字楼出租

通知债权人申报
债权的注销公告
宁波市北仑区球迷协会经

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决定
注销，清算组已成立，望债权人
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
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日起四十
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电话：13906691444

宁波市北仑区球迷协会

●宁波布里奇进出口有限公司遗
失一份海运提单，提单号码
LNBSAI22035094船名航次
AKADIMOS V.2216E
开船日2022/4/24声明作废
●慈溪市逍林镇海明服装店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宏灿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1枚，编号330
22510034692声明作废
●慈溪市凯健食品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专用章一枚，编号：3302
820410205，声明作废。
●余姚市瑞盈电器有限公司遗失
正本进口报关单310120221019
977633，提单号AHKNB6P203
2914G，声明作废
●蚯蚓降龙（宁波）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遗失宁波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委员会核发的房产备案证，
证号33020600149,声明作废。

●宁波优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编号3302051006
3569，声明作废
●宁波星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副本，
330206202008180042声明作废
●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较惯赞果
品商行遗失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证号：浙销021120190001
96，声明遗失，原件作废。
●宁波通舜碳素技术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宁海县聪平企业管理信息
咨询服务部遗失法人章
（章聪平）一枚，声明作废
●慈溪市宗汉陈燕塑料制品厂遗
失公章一枚，编号3302821004
0134，声明作废
●宁波鲁工匠品金属建材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编号33021
20375295，声明作废

●浙江华洋休闲用品有限公司遗
失正本FCR#:R2R0908959
Vessel/Voyage:FOLEGAN
DROS/210E一份声明作废
●慈溪市三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编号33028202100
06）、财务章（编号33028202
10007）各一枚，声明作废
●张倩倩（身份证号：33020619
8302033425）遗失宁波北仑农
村商业银行股有限公司股金证
一本，证号：650257声明作废
●周熠于5月7日遗失身份证和驾
驶证，身份证号码5109211992
11062378声明作废，特此声明
●宁波文志房产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编号
3302050182448，声明作废。
●宁波舟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
失法人章（张子敏）和财务章
（编号3302100069310）各
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晴楷医疗技术服务部遗
失公章一枚，编号33022510
059052，声明作废。
●宁波市碧霄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编码：330222
0014766，声明作废
●童文强遗失慈溪爱琴海购物公
园收据一份，编号0028722
金额44730元，声明作废
●宁波久亮石材养护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编号3302051003
9229，声明作废

分类信息 56118885
56118880

刊登热线：

职场招聘 声明公告 房屋租售 搬家搬厂
旧货回收 教育信息 商务信息 法律服务
办理
地址

鄞州区：宁东路901号一楼广告中心
海曙区：碶闸街62号（都市仁和中心）20楼2011室

物业信息
刊 登 热 线 :

56118880

声明公告
刊 登 热 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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