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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记者 14日从
最高人民法院获悉，为有效预防和依法惩治
高空抛物、坠物行为，最高法近日印发关于
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
根据这份意见，对于故意高空抛物的，根据
具体情形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论处，特定情形要
从重处罚。

意见规定，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尚未
造成严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依
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致人重伤、死亡
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
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为伤
害、杀害特定人员实施上述行为的，依照故
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意见明确提出，依法从重惩治高空抛物
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
罚，一般不得适用缓刑：多次实施的；经劝阻
仍继续实施的；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
后又实施的；在人员密集场所实施的；其他
情节严重的情形。

在高空坠物方面，意见规定，过失导致
物品从高空坠落，致人死亡、重伤，符合刑法
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的，
依照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定罪
处罚。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
定，从高空坠落物品，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
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
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定
罪处罚。

意见还提出，在民事审判工作中，人民
法院要综合运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最大限
度查找确定直接侵权人并依法判决其承担
侵权责任；对于物业服务企业未尽到法定或
者约定的义务，造成建筑物及其搁置物、悬
挂物发生坠落致使他人损害的，也要追究其
侵权责任；物业服务企业隐匿、销毁、篡改或
者拒不提供相应证据，导致案件事实难以认
定的，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表示，人民
法院将依法严惩高空抛物行为人，充分保护
受害人，依法公正稳妥审理高空抛物、坠物
民事案件，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引领、规范
作用，依法明确物业服务企业责任，推动其
进一步加强管理、改进工作，更好发挥应有
作用。

最高法：
故意高空抛物
可按故意杀人罪等论处

本报讯（刘枫）11月12日，总投资7.5亿
元的货来货往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签约仪
式在浔阳区正式举行，区政府副区长凌海代
表浔阳区政府签约。此次签约项目将以大
力发展城东现代商贸物流集聚区为主要发
展方向，利用园区企业腾笼换鸟，提升产业
结构、完善城市功能，为浔阳经济发展启动
新引擎，增加新动力。

“货来货往物流协同管理平台”于 2018
年 7月在九江市浔阳区金鸡坡街道正式投
入运营，截至 2019 年 9 月底，全国 20 余个
省、市共236家物流企业、生产企业、经营公
司入驻平台，实现税利 2000余万元。此次
战略投资完成后，随着“货来货往智慧物流
产业园”的建设配套完善，入驻企业数量、物
流业务总量及财税贡献将会倍速增长。为
当地扩充就业岗位 7000多个，推动平台周
边产业发展，解决就业千余人。

近年来，浔阳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
放步伐的逐步加快，城东物流园区的发展环
境和条件不断改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服
务水平显著提升，对推动全区服务业转型升
级、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增强。下
一步，该区还将按照《九江市人民政府关于
进一步加快物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九府发
﹝2018﹞9号文件精神，积极推进物流高效配
送体系建设，推动物流龙头企业落户和物流
重大项目的加速聚集。

本报讯（肖译 浔阳晚报记者 包四

华）昨日，浔阳晚报记者从市住房保障
中心获悉，经市政府批准同意，将于近
期进行市本级公共租赁住房摇号分配，
进行网上选房时间为11月15日至11月
24日12时。

此次待分配的房源共6773套，具体
房源情况已在市中心城区在线报名平
台（zjj-bz.jiujiang.gov.cn）“待分配房源”
栏中公布。因重点优抚对象 7户、廉租
房对象32户及浔阳区、经开区、濂溪区、
八里湖新区审核的取得市本级住房保
障资格明确无须轮候的棚改拆迁安置
对象 211户，共计 250户在怡芳苑 50平
方米两室一厅房源中拿出250套进行等
额摇号分配。因 250户不再另行选房，

故其他对象可自主参与选房分配的房
源为6523套。

据介绍，除 250户等额摇号分配对
象外，其他选房的住房保障对象，应在
充分了解待分配房源有关情况并确定
自己的租住需求后，通过用户名和密码
可在规定时间内自主登录在线报名平
台，单人申请的保障资格对象限在50平
方米及以下的一居室和一室一厅房源
户型中选择，非单人申请的保障资格对
象在选房时不进行面积及户型的限
制。或打开支付宝，进入“赣服通”九江
市分厅，点击保障房一链办进行“手机
选房”。逾期未完成网上选房视为自动
放弃此次自主选房机会，将按规定直接
随机摇号分配。凡参加自主选房未中

签及未自主选房的保障对象一并纳入
调剂摇号名单中，非单人调剂摇号在两
室一厅房源中不分地段户型随机摇出
对应房号，单人申请的在非单人调剂摇
号中签后的所有剩余房源中不分地段
随机摇出对应的房号。

工作人员提醒，在进行网上选房时
务必谨慎选择，不可盲目提交，一经提
交将无法更改。递交后可在在线申报
平台首页选房对象信息中查询选房结
果。由于本次选房人数较多，请合理安
排时间，尽量避免在限定时间最后几日
选房，错开选房高峰，如最后时刻因平
台网络堵塞等原因，导致无法完成选房
或错过选房时间，后果将由保障对象自
行承担。

本次待分配房源具体情况

一、怡芳苑：位于庐山大道，庐
山文明新城东侧

此次待分配房源共 3690 套，房
源为已分配后经动态管理清退或收
回的各类房源。

该项目分为一期、二期，经政府
批准，等额摇号对象有 250 户，需房
源为250套，实际可自行选房摇号分
配的房源为3440套。

房源户型：60㎡及以上两室一
厅 759 套，50㎡两室一厅 1799 套，50
㎡一室一厅 20 套，约 35㎡一居室
862套。

月租金标准：6元/㎡。（廉租房对
象实际承担月租金为1元/㎡）

二、怡庐苑：位于九园路与兴城
大道交汇处西北角

此次待分配房源共886套，房源
为已分配后经动态管理清退或收回
的各类房源。

该项目分为一期、二期。
待分配房源户型：60㎡及以上两

室一厅154套（60平方米以上户型中
有部分房源为小户型合并），50㎡两室
一厅668套，约35㎡一居室64套。

月租金标准：7元/㎡。

三、怡濂苑：位于濂溪区濂溪大
道南侧，老九星公路西侧

此次待分配房源共555套，房源
为已分配后经动态管理清退或收回的
各类房源。

均为50㎡两室一厅户型。
月租金标准：6元/㎡。

四、怡和苑：位于学院路与陆家

垅路延伸线交接处，市新中医院附近

此次待分配房源共776套，房源
为已分配后经动态管理清退或收
回的各类房源。

该项目分为一期、二期。
待分配房源户型：60㎡两室一

厅208套，50㎡两室一厅330套，50㎡
一室一厅11套，35㎡一居室227套。

月租金标准：8元/㎡。

五、怡居苑：位于庐山大道
东侧、市财政局旁

本次待分配房源套数 396
套，房源为已分配后经动态管
理清退或收回的各类房源。

该项目分为一期、二期。
待分配房源户型：60㎡两

室一厅 38 套，50㎡两室一厅
212套，35㎡一居室146套。

月租金标准：7元/㎡。

六、怡溪苑：位于十里大道
延伸线以东、莲花镇妙智社区旁

本次待分配房源套数 319
套，房源为已分配后经动态管
理清退或收回的各类房源。

该项目分为一期、二期、
三期。

待分配房源户型：60㎡两
室一厅 120 套，60㎡一室一厅
11 套，50㎡两室一厅 108 套，
50㎡一室一厅 43 套，35㎡一
居室 37 套。

月租金标准：6元/㎡。

七、怡美苑：位于八里湖南
组团永宁路南侧、庐山北路西侧

此次待分配房源共 58 套，
房源为已分配后经动态管理
清退或收回的各类房源。

待分配房源户型：60㎡两
室一厅 16 套，50㎡两室一厅 23
套，35㎡一居室19套。

月租金标准：6元/㎡。

八、怡景苑：位于八里湖畔，
市体育中心旁

此次待分配房源共 11 套，
房源均为已分配后经动态管理
清退或收回的房源。

待分配房源户型：60㎡两室
一厅9套；50㎡两室一厅2套。

月租金标准：10元/㎡。

九、怡嘉苑：位于濂溪区莲花
镇螺蛳山旁，紧邻南山公园

此次待分配房源共 35 套，房
源为该项目历年已分配廉租房和
公租房中经动态管理清退或收回
房源。

待分配房源户型：60㎡户型 9
套，50㎡户型 26 套。该房源按原
2010年廉租房标准交付，不按公租
房标准进行装修。

月租金标准：7元/㎡。

十、怡祥苑：位于开发区前进
西路南侧，紧邻九江一中新校区

此次待分配房源共17套，房源
为该项目历年已分配廉租房和公租
房中经动态管理清退或收回房源。

待分配房源户型：60㎡户型6
套，50㎡户型10套，50㎡以下户型1
套。该房源按2010年廉租房标准交
付，不按公租房标准进行装修。

月租金标准：7元/㎡。

十一、怡康苑：位于庐山大道
八里坡周边，紧邻九江外国语学校
新校区

此次待分配房源共30套，房源
为综合性房源，包括怡康苑、紫荆
苑、竹苑、桃李苑等历年各保障房
项目已分配廉租房中经动态管理
清退或收回房源，由于均在怡康苑
周边，故统一明确为怡康苑。

待分配房源户型：60㎡及以上
户型 3 套，50㎡户型 14 套，50㎡以
下户型13套。该房源按原2010年
廉租房标准交付，不按公租房标准
进行装修。

月租金标准：6元/㎡。

7.5亿！
这个项目在浔签约

今起，2019年度市本级公租房开始网上选房

6523套房源供申请者“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