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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
对无偿付出
的张女士不
公平，对人与
人之间的信
任也是一种
巨 大 的 打
击。没事时
你好我好，一
旦出事就撕
破脸上法院，
今后当你需
要帮助时，还
有谁会挺身
相助呢？

首席评论员
吴龙贵

E-mail:ccwbccsp@163.com

家住济南的张女士和杜女士是朋友，两家的
孩子同在一所幼儿园上学。张女士一直在家专职
照顾孩子，时间充裕，而杜女士和丈夫都在中学上
班，经常无法按时接送孩子，所以杜女士经常让张
女士接孩子时，一块帮忙接上自家孩子佳佳（化
名）。一次意外，佳佳从张女士的电动车后座摔
落，造成皮肤挫伤，住院6天经医保报销后共支出
医疗费7757.04元。事情发生后，杜女士将张女
士告上法庭，要求张女士赔偿佳佳医疗费、护理
费、交通费共计6657元。（3月4日《西安晚报》）

对于这件事，网友的反响非常热烈，并且几
乎一边倒地对张女士表达支持和同情，而对杜女
士的做法感到不解和不满。有网友甚至直接列
举了一些“恩将仇报”的例子：东郭先生与狼、吕
洞宾与狗、农夫与蛇、郝建与老太太……看到这
里，我的心情也好了很多，毕竟公道自在人心。

现实生活中，如果不是特别熟悉的朋友之
间，不是特别热心肠的人，谁会帮别人接送小
孩？要知道这不仅意味着无偿劳动，还是一种有
风险的行为。所以很多时候，帮别人带孩子比带
自己的孩子还要尽心尽力，加倍小心。但不管你
怎么小心，意外总是难免，谁也不能保证百分之
百的绝对安全，这一点，双方都应该很清楚，杜女
士把孩子交到张女士的手中，实际上也相当于默
认并承担了这种风险。

所以当杜女士将一纸诉状交到法院的时候，
等于是打破了这种无形的契约。这不仅对无偿
付出的张女士不公平，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是
一种巨大的打击。没事时你好我好，一旦出事就
撕破脸上法院，今后当你需要帮助时，还有谁会
挺身相助呢？

从情理上说，如果孩子受到了重大伤害，那
么另当别论。但实际情况是，孩子的伤并不严
重，入院诊断为皮肤挫伤（左手环指、小指），只是
皮外伤而已。所以主要的矛盾在于7700元的医
疗费，不能说这笔钱微不足道，但对于都在中学
上班的杜女士夫妇而言，应该是完全有能力承担
的，并不至于要破坏这份无偿帮忙的情谊。退一
步说，如果杜女士家庭条件不好，十分在意这笔
医疗费，那么之前别人免费帮你接送小孩子，是
不是也该算一算账呢？

从法理上说，我也不认为张女士应该承担这
笔费用。因为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你获得了多
大的利益，就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如果张女士收
取了费用帮别人接送孩子，那就必须按事先约
定，保护好孩子的安全，出了事就要承担相应的
不利后果。但张女士完全是出于热心，无偿帮助
杜女士接送小孩，她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当然也
就不必承担无法预测的风险。

这并不是说无偿就意味着完全不承担责任，

而是说这种责任应该是有限而非无限。法院的
判决书中提出几个细节。比如张女士在行驶过
程中，将佳佳安放在固定安全座椅上，而将自己
的孩子放在存在安全隐患的脚踏板上。再比如，
发生事故后，张女士第一时间就通知了佳佳的父
母。而在送医后，张女士看望佳佳时也主动留下
了2000元钱。这些都足以说明，张女士已经尽到
了相应的照管义务，不能将她的义务无限扩大。

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就讲人情，对自己不利的
时候，就开始讲法律。自私自利的结果，往往就
是恩将仇报。好在该案在二审时，法院改判张女
士无须担责，判决书表示“佳佳受伤，双方都很心
疼，佳佳父母应正确对待本次事故，不应迁怒于
张女士”，简单的道理，却足以温暖人心。

对自己有利就讲人情
对自己不利就讲法律？

急售:北京路临街商铺330 平米，售价 520 万，可做重
餐饮，层高 10米，铺型方正，地
铁口旁。15752541513王先生

盘龙区景泰街中段主路
旁，仓库、汽修厂房。13888759829王出租

诚聘
中医大夫（有证）5名，诊所店长5
名：全国连锁中医机构，待遇优
厚，月薪 1.5 万元-3 万元以上。
电话：13678719958广告禁扰

厂房仓库低价出租
呈贡七甸1400㎡。15391369582

综合信息
热线
电话：64110112

陈晶遗失购买云南建展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的溪畔丽景小区 3-2401号
收据 3张，代收代缴契税、房屋所有
权登记费、印花税收据号：0673509，
金额：7771元；代收专项维修资金收
据号：0371909，金额：8757 元；配套
设施费收据号：0673869，金额：5800
元，以上3张收据第二联登报作废。

云南荣研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新螺
蛳湾支行（账号：8111901010700249639）预留公章，登报作废。

津桥理工大学后门冷饮店转让
位置正有客源。15877957670

东二环景泰街中段仓库招租
仓库及办公室面积 2000㎡，可
做仓库、修理厂、小型加工厂。0871-63841975、18587255115

公告·挂失
广告
热线：63306561

西山区诊所招聘
有证内科医生女医生优先，另招
内科妇科注册医生13668777278。

富民标准厂房出租
位于富民工业园区，新厂
房两层，面积约 4200㎡。15987195086 许、13354606603田

旺铺转让招租：昆明市高新区临
街独栋别墅三层 800M2，带停车
场，价格美丽，可做餐饮教育相关
行业，有意私聊谭总13708858748

约2200平米场地出租
普吉变电站旁，可做基地、停车、住
宿、仓储等。电话：13064262733

出售、出租2500m2昆明恒旺广场写字楼，急
售、急租1至3层。13698796906

邱也綦于 2021年 2月 7日在昆明
市巴士家园，遗失身份证壹张，证
号：530102198512170731 登报作
废。因此次遗失而被冒用的一切
行为和后果，均与本人无关，并保
留追究冒用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牟定县红十字会医院《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证书号：12532323431905733J ，有效期：2015 年4 月 29 日至 2020 年 4 月 29 日。
现因有效期已过，特公告作废。

招租信息：现有茨坝镇北路3号厂
房场地，约3600m2（含房屋）；东华
知春街临街商铺 75-1、约 55m2，75-2、约 30m2，251、约 40m2，263、
约 10m2，249号院内单车棚约 260m2招租，电话 65747096。招租公
告点此链接(网址:http://www.yndzj.gov.cn/）在招标采购栏目中查找。

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官渡
派出所洪贵凡遗失警官证一
本，警号：055066，登报作废。
陈绍香遗失建新房地产公司西南
驿开具的购房首付款收据，房号1
幢 1409号，收据号 1526157，金额26万，登报作废。

注销公告
德宏州博诚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于 2021
年3月3日经公司股东会决议解散，并成
立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德宏州博诚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清算组2021年3月5日

云南邦西科教设备有限公司遗失
华夏银行昆明红塔支行预留印鉴
公章，账号 10751000000445088，
登报作废。

四川省住业建设有限公司云南分
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7310022516701，开户银行：工商
银行昆明市南屏支行。账号：2502011009225707569登报作废。

应自立遗失云纺集团转换职
工身份经济补偿有偿借用协
议，协议号：0198，登报作废。

注销公告
昆明金振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3月 2日经公司股东决定解散，并成
立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昆明金振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清算组2021年3月5日

昆明中北公司（国企）出租汽车招聘
◇驾驶员：提供多种驾驶岗位
要求：驾龄满 3年，有（出租）从业
资格证优先。车辆承租价格最低
至1300元起，优惠幅度较大。
电话：13518784011、63314515（万师）
地址：二环东路昙华寺正门

市内独栋门面出租出售
房屋两层，带花园，占地 600多m2，
可多种经营可分租。18987780681

二环内金融商圈临街(梁家河地铁D口)
大明星文化企业综合楼1-5层1万m2招租
可整租、分租。框架结构、层高4.5米、柱间距7.8米、
配备专属电梯、拥有大型停车场。招租业态不限。
联系电话: 13888233625（伏先生）13085371525（邓先生）

官渡区七甲厂房、仓库出租，一楼370㎡彩钢瓦结构，3楼框架结构830㎡，有大型提升机载货，有住
房，办公室，3通。13577117327

芙洛拉酒店出售
总价 120 万，面积 180m2，带租约(租
金10万一年)急售。19995813605杨

●希望婚介晚电 18860781867

【万达广场】旁餐饮铺出售153.58 平，年租 63 万，纯临街，100%好铺。吴：182-1303-3455

国企闲置房产出售
住宅：

西坝新村 17号 1单元 101号、201
号、501号：单套79.21㎡；2单元 101 号：81.66㎡；3单元 102
号、202号、302号：单套162.73㎡。

商用：
①集成花园综合楼第二至三层
（新闻中心对面）二层538.69㎡；
三层570.16㎡；

②江东四季公寓 101号银行楼第
二至三层（甘美医院旁）：单层720.25㎡；

③东风东路国联大厦A区第二至
三层（省体育馆斜对面）：单层834.03㎡；

④春城路与吴井路交叉口证券大
厦主附楼7楼整层：1915.65㎡。
联系电话：13354609110

声 明
由我公司承建的砚山县第三

批自然村进村道路（二十二标段）
项目于 2017 年 2 月开工建设，项
目因故于 2018年 12月停工，同时
与项目配套使用的地者恩临时石
场及拌和站也同步停用。阿舍乡
政府于 2020年 10月 15日发布了
阿舍彝族乡人民政府关于《砚山
县自然村进村道路第二十二合同
段项目临时采石场矿山地质环境
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申请》的批
复（阿政复2020（9号）），根据此文
件石场于2021年1月22日全面关
停。我公司严正声明：自2021年1
月22日之后任何个人或单位再擅
自使用石场进行开采活动的行为
跟我公司无关，所造成的的一切
债务、安全和涉及矿产资源法律
等问题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不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云南建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03月05日

阮润凡遗失云南师范大学第二附属
中学开具的云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
一张（第二联发票联），发票代码：053001900104，发票号码：37817594，金额：12800元，登报作废。

●赵丽坤遗失就业创业证，证号：5329310017010745，登报作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
东风支行遗失金融机构代码证，
代 码 ：C1010553000443，编 号 ：2013530006752，特登报作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
凤凰城支行遗失金融机构代码
证，代码：C1010553001078，编号：2013530006786，特登报作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
沣源路支行遗失金融机构代码
证，代码：C1010553003485，编号：2013530006795，特登报作废。

●李本智遗失身份证，证号：530103194310251216，登报作废。

程怀祖遗失宝象山公墓桃李园二
期11排13号（TLⅡ-11-13）购买合
同，合同号：2011046，登报作废。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江燕（身份证号：530111××××××××1720）、李雨霖（身份证号：5301031××××××××0364）、张云凤
（身份证号：510723 ××××××××3446）、仇 应 梁（身 份 证 号 ：532224××××××××2536）、陈丽娟
（身份证号：530325 ××××××××0320）你于 2021年 2月 24日至今
未到公司上班，且未按公司规定
办理书面请假手续，已严重违反
公司管理规定，请你于3月6日前
回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公司
将按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除名并
解除劳动关系。
昆明市盘龙区雅南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2021年3月5日
招 标 邀 请 函

日期：2021年3月5日
招标单位：平安普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1. 平安普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定于2021年3月5日将

对品宣年度供应商进行招标，现邀请合格投标人（具有相应资
质）参加此次招标活动。2.有意向的投标人请于2021年3月19日12∶00前发送相关材料到
邮箱machongying527@lu.com，进行资格预审。3. 资格预审时需提供以下证件的副本原件或加盖发证机关红章
的复印件：（1）企业营业执照；（2）银行开户账号，开户行信息；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
份证；（4）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联系方式，姓名，邮箱地址。
如有咨询事宜，请与招标单位联系。
联系电话：18213328891 联系人：马老师

平安普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2021年3月5日

安宁帆觅航冷饮店（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530181MA6NK8GCXW）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登报作废。

商铺直租
小西门昆明学院门口 192㎡可分
租 优 价 ；建 设 路 地 铁 口 学 区
44-130㎡优价。 18313976496

昆明盛世祥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JY35301040012329，登报作废。

度假区采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遗
失中国工商银行昆明滇池度假区
支行（帐号：2502046809100018601）U盾（序号 7825960482）、财
智账户卡（卡号：6232712502000056389），登报作废。

声 明
兹有我单位驾驶员施志明（身

份证号：530125××××××××2412），
于2021年1月12日起至今未到单
位工作，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 月14日及1月28日函告家属要求返
岗工作均未得到回应。由于该员
工已连续旷工超过 15天，根据劳
动合同法规定，公司将与其解除
劳动合同，特此声明。
昆明公交城市巴士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3月5日

安宁伊味斋清真餐厅餐厅（社会
信用代码证号：92530181MA6N9TY11Y）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一份，登报作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
经济开发区支行遗失金融机构代
码证，代码：C1010553003602，特
登报作废。

学府路教室出租
电话：63642881、13888896125李

●葛国文遗失《警官证》，证号：530089，登报作废。

教场北路某酒店二楼
整层出租

层高 4.6 米，面积 650 平方，适
合做足疗，办公，教育培训等。18183781888管

本栏目所展示的信息由发布人自行提供，本报不是内容的制作者，只负责原样展现信息发布人所要发布信息的内容，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法性由发布人负责。

搬家·家政·生活服务

多宜家政服务部 13658800863

63334455刊登
热线

鲲鹏防水20年经验13529007709汪师

马桶疏通修水管 13759467390●

厨房疏通水电15974845040●

高收空调、中央空调、冷库机组
宾馆 餐厅 酒吧13017452525

大众63322118
本月搬家大优惠

坤胜防水10年包修13529031801汪师●

●滇王防水云南人施工队伍13888140857
蓝月亮保洁 66922420●

关上专业疏通管道13064251133●

保姆钟点做饭陪老人65628730●

金牛搬家公司诚聘
副总一名，待遇面议；驾驶员 2 名
4800-6000元，包吃住+话补+提成；
搬运工数名，保底3200-4000元，包
吃住+提成68216886代先生。

65366088
63199828金牛

金牌服务满意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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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年疏通水电改管钻孔63360142● 春苑
招驾驶员 2 名
68235988
搬家搬厂专业钢琴拆装

妇联钟点做饭陪护月嫂64128233
于1998年7月5日购买了昆明市殡
仪馆龙宝山华夏墓园东二区普2墓
地，3排3号内装崔华，现墓穴证已丢
失，特此登报作废！持证人崔作青

云南筑名教育培训学校，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信用代码证号：
91530102MA6Q0EDN0F；民 办
学校办学许可证正副本，编号：人
社民0001014000137 号；培训工
种和级别目录（许可证附页）五华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复文
件（红头文件），批准文号：五人社
复[2020]49号，登报遗失。

昆明聚喜商贸有限公司遗失预留
在中国建设银行昆明祥云支行，
账 号 53001875036051015540
的财务章、法人张家文私章各一
枚，登报作废。

谢东志遗失云南中望置业有限
责任公司开具的观云海云漫岭
房款收据两张，房号4栋1310，
票 号 ：jfgyh0469406，金 额 ：
20000元；票号 jfgyh0470416，
金额：1243758元，特登报作废。

坟墓搬迁公告
因呈贡区马金铺街道2021年项目

建设用地，涉及林塘、白云、高登三个
社区（东至高新大道，南至兴业街，西
至高登社区地界，北至清塘子），以上
属于已征土地。凡属于此范围内的坟
墓，亲属须于2021年3月15日前到林
塘、白云、高登三个社区居委会办理迁
坟手续，并于2021年4月10日前搬迁
完毕。逾期未搬迁的将视为无主坟处
理。特此公告

联系人：佟 钢 13668752436
李 明 13888575256
李云伟13888908788
周洪林13888283002

昆明市呈贡区马金铺街道办事处

云南赋展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工商
银行昆明滇池度假区支行开立账号
为：2502046809100022545 的基
本账户遗失法人章，登报作废。
陆良朗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银行陆良支行营业部的基本存款
账户信息表，编号J7367000864801
，账号135672417793，登报挂失。

云南金健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预
留银行的公章、财务专用章，法
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夏白全遗失昆明市海伦堡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春城时
光花园8号地6-1401首付款收
据, 收 据 号: 0735472, 金 额:
10000 元;收据号:0735519,金
额: 200425元，登报作废。

云南绅顿保安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预留在中国民生银行昆明分
行，账号：631188411的公章一
枚，登报作废。64108602

鸿信搬家
专业搬家搬厂、地州货运

提
前
预
约
可
优
惠

分类广告
公告 挂失 声明 64110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