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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人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
织（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
与本次竞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
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
（一）申请人须具备上述竞买条件，并按规定缴交土地竞买保证金，经过
审核我局将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资格，签发竞买资格确认书。（二）经
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在文昌市境内申请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
及其控股股东禁止参加挂牌：（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和非法倒卖土
地等犯罪行为的；（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为的；（3）因企
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的；（4）开发建设企业违背出让合同约定
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5）拖欠土地出让金的。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出价高者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
确定竞得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
件。申请人可于2021年2月7日至2021年3月12日到海南现代美居
生活物流园（二期）A区11层B1101/1102号或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
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
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
年3月12日17时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
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1年3月12日17时
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
2021年3月5日8时30分至2021年3月15日11时00分在海南省政
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2021年3月
15日11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
地交易厅召开挂牌现场会）。七、开发建设要求：（一）竞得土地后，竞得
人须按照签订的《成交确认书》约定与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
竞得人必须按照《成交确认书》的约定，在20个工作日内与文昌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签订后1个月
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60%的首付款，余款要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分
期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受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
各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时，同意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
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向出让人支付利息。（二）本次
出让宗地属商务金融项目用地。竞得该宗土地后，竞得人须严格按照
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以及有关部门的行业规定，在半年内动
工建设项目，两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不按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
要求进行开发建设，以及不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

的，报经市政府批准后，按该合同约定，退还除该合同约定的定金以外
的全部或部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计利息），收回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受让人造成土地闲置，闲置满1年不满2年的，依法缴纳
土地闲置费；土地闲置满2年且未开工建设的，出让人有权无偿收回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三）本次出让宗地按净地条件出让，即土地权利清
晰，收回土地和现有地上附着物（建筑物）已补偿安置到位，无法律经济
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具备动工
开发所必需条件。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
买的，视为对出让地块净地条件无异议。（四）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
设用地出让控制标准（试行）>的通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和《关于
实施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指导意见》（琼国土资规〔2018〕8
号）有关规定，本次出让宗地零售商业项目用地控制指标，投资强度为
不低于400万元/亩，不设定年度产值指标和年度税收指标，开发建设的
项目产值和税收征缴按照现行有关法规政策规定执行，达产年限5年。
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
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文
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五）竞
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在文昌市注册公司进行项目开发，拟注册成立新公
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申请人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
时间等内容。如已在文昌市注册具有相应土地开发资质的公司，可不
再注册公司。（六）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
地质、压覆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建设。（七）根据《文昌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文国土储（2019）-37-1号地块建设项目装配
式建造意见的复函》，该宗地的最终项目规划方案仅有一栋建筑方案则
竞得方应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如有多栋建筑则应根据最终规划方案
来确定是否采用装配式。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挂牌时间截止
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
得人。（二）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三）本公
告未尽事宜详见《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
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九、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
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南省海口市海南现代美居生活物流园（二期）
A区11层B1101/1102号；联 系 人：林先生，安先生。联系电话：
0898-63330100 0898-66825575 13976607840。查询网
址 ：http://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
ggzy/；http://lr.hainan.gov.cn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2月7日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土告字〔2021〕3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编号

文 国 土 储
（2019）-37-1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文城镇商
贸物流园地段

面积

13493 平方米
（折合20.239亩）

土地用途

商 务 金 融 用 地
（其他商务用地）

出让年限

40 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2.0 建筑密
度 ≤30% 绿 地 率 ≥
35%建筑限高≤40米

挂牌起始价（万元）

2529.9375（折 合
1875 元/m2）

竞买保证金（万元）

1518

受委托，定于2021年 2月 18日 10时在中拍平台（https://
paimai.caa123.org.cn）上公开拍卖：1、罚没摩托车1辆、二手手机7
部无底价拍卖（均以1元/辆、部起拍）；2、二手手机7部。 本次拍卖
标的均为净价拍卖，买受人须承担标的过户时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和
税费（包括违章罚款）。有意竞买者，须于2021年 2月17日17时前
缴纳竞买保证金（保证金2000元通拍）,在中拍平台按要求进行注
册并认真阅读《竞买须知》后报名参拍。

保证金账户户名：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工行海南分行
金贸支行；账号：2201020909200138473

咨询报名通道：0898-31982239 18876032559 13807593991
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
详细内容可关注“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并进入→下

方中央“罚没黑财”→点击可选分项→进入分项标的介绍→拉到底部点
击“阅读原文”→进入中拍平台电子竞价页面；也可直接打开中拍平台页
面，地区选择“海南”并进入查看。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遗失声明
三亚金海星旅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海口宝航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0563642171）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澄迈德法新材料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声明作废。

●东方东海水禾田饭庄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70001778，声明作废。

●林顺民遗失海南省建筑工程总

公司开具的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购房发票）1 张，发票代码：

4600171320， 发 票 号 码

02730271，金额：230905.00 元，

声明作废。

认尸公告
三无精神病人无名
男六，于2018年01
月至2021年1月在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岭头医院住院治
病，2021年 1月 11

日12点40分病故。自本公告之
日起60天内，其亲戚或有效监护
人持有效证件前来认领，逾期作无
名尸处理。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岭头医院
2021年01月24日

商铺招租
海口市盛泰房地产有限公司位于
侨中里盛泰佳园1#楼102-202跃
层商铺（271.4m2）、2#楼104商铺
（103.91m2）公开招租。联系人：曹
先生、叶先生。联系电话0898-
66552835 13637631772

海口马赫实业有限公司

股权变更声明
2021年2月4日马坡居民代表召
开会议，决定将其原有3名股东名
下 100%的股权（其中林绍财
40%、林绍平30%、陈忠平30%）
現改为变更到马坡村12名居民代
表的名下其中有（林绍财、林绍平、
陈忠平、林绍红、林绍利、黄钻福 、
林绍柏、林绍桐、林克全、林绍生、
林绍和、陈俊光等人的名下）。特
此声明。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商铺招租

减资注销

减资公告
旭辉永升（海南）投资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300MA5TT9494J）经公司
股东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由贰亿港币整减少至
壹亿贰仟贰佰万港币整，请债权债
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向公司
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请求，特此公告。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于2009年
01月06日09点，在东方市
东河镇卫生院抱养的，该女
婴生母(姓名不详)将女婴给

他人抱养，后回内地生活，女婴特
征:身上裹着一条长围巾。到现在
已经12岁了，一直未能上户口，取
名叫符雅兰。现登报寻找该女婴
生母，于公告之日起60天持有效
证件过来认领。联系地址:东方市
江边乡白查村，联系人：符亚祝，电
话：13518859342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海
口
发
行
站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可实现移动端阅读和转发。 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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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扫码查阅广告

长影环球100老艺术家创作中心C区项目位于西海岸新区南
片区。项目于2018年通过规划许可，现依据建设单位申请，对项目
进行调整，主要内容为：1、总图化粪池等调整；2、地下室防火分区调
整；3、16#建筑外立面；4、首层调整出地面风井、楼梯间等，经核查，
项目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等均不变。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
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2月7日至2月24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

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牟妍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2月7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长影环球100老艺术家创作中心C区项目

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资规城设〔2021〕111号

长影环球100老艺术家创作中心D区项目位于西海岸新区南
片区。项目于2018年通过规划许可，现依据建设单位申请，对项目
进行调整，主要内容为：1、总图化粪池等调整；2、地下室防火分区调
整；3、2#、8#建筑外立面；4、首层调整出地面风井、楼梯间等。经核
查，项目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等均不变。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
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2月7日至2月24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

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牟妍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2月7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长影环球100老艺术家创作中心D区项目

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资规城设〔2021〕112号

延期公告
就海口市美安科技新城B0708-1地块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事宜，我局于2021年1月8日在
《海南日报》登了（2021）第3号挂牌出让公告，现因故
延长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挂牌出让时间，其他
挂牌出让条件不变：

报名截止时间延长至：2021年3月1日16:00（北
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延长至：2021年3月3日16:00（北
京时间）。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2月7日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即将于2
月8日出版的2021年第6-7期《瞭望》
新闻周刊刊发了记者于雪采写的文章
《打工人休假的情与法》。摘要如下：

近日，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
52岁的老王（化名）终于拿到了7.5万
余元的赔偿金。2020年1月，身为上
海一物业公司员工的老王因父亲去世
向公司请假未获批准后，“强行休假”
返乡奔丧而被辞退，法院最终认定公
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父亲去世，回家奔丧，是人之常
情。请假未获批准，员工可以“强行休
假”吗？用人单位行使用工管理权应

遵循哪些原则？
记者梳理劳动法、《职工带薪年休

假条例》《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等法律法规了解到，目前我国有事假、
病假、婚假、丧假、产假、带薪年休假、
探亲假等20多类假期。劳动法明确
规定，劳动者享有休息休假的权利。
对于符合法定休假的情形，劳动者具
有法律赋予的休假权，未获用人单位
批准也可休假。

受访法律专家指出，劳动合同履
行期间，用人单位及劳动者均负有切
实、充分、妥善履行合同的义务。劳动
者有自觉维护用人单位劳动秩序，遵

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义务；用人
单位对劳动者具有管理的权利，对劳
动者违反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的行为
有权进行惩戒。但用人单位行使用工
管理权时应遵循合理、限度、善意的原
则，不能机械适用规章制度。

一是，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制定
和使用，须符合法定程序，相关内容不
得违反法律法规。用人单位的规章制
度及其制定流程若不符合相关法律规
定，或者不明确，用人单位的处罚结果
也可能不会被认可。

二是，用人单位相关劳动纪律的
规章制度是用人单位依法行使经营、

管理权利的形式，但因牵涉劳动者切
身利益，在适用时也不能随意扩大解
释，应充分考量劳动者相关行为发生
时的背景，不应机械套用。

遇到员工旷工、频繁请假等情况，
用人单位首先应了解员工状况，若是
合理诉求，应依法保护员工权利；如果
是不合理的，也应先批评教育，严重的
可采取警告、记过、扣除绩效奖等处罚
手段，解除劳动合同是最严厉的惩戒
措施，用人单位应审慎使用。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
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姜颖说，对于解除劳
动合同这样重大的法律行为，用人单位

在决定前除了需通知工会之外，还应将
理由告知劳动者，认真听取劳动者的申
辩意见，通过民主程序作出最后决定。

三是，用人单位应充分尊重劳动
者价值，保护员工的主体性，摒弃短视
行为，建构现代企业文化，增强员工归
属感、认同感、安全感与价值感。

“晦涩难懂的法条背后，需兼顾天
理人情、民俗人伦。”此案二审主审法
官、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陈
樱说，本案判决从司法裁判者的角度，
纠正了企业在用工管理认识上的偏
差，向社会清晰地表明了司法所追求
和倡导的价值取向。

《瞭望》刊发文章：

打工人休假的情与法

税务总局：

办税缴费场所
应设人工现金收付通道

据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记者王雨萧）国家
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税费征收过程中人民币
现金收付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为保障纳税人、
缴费人使用现金的权益，线下办税缴费服务场所
（含办税服务厅、代办机构等）应设置人工现金收
付通道，提供收取现金、找零服务。

通知要求，委托代征代收税费的，税务部门应
当通过书面形式，明确要求受托方设置人工现金
收付通道。各地税务机关在大力推进“非接触式”
办税的同时，应当充分考虑不使用智能设备纳税
人、缴费人的需要以及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满足
纳税人、缴费人以现金方式纳税缴费需求。

高空坠狗致人伤残
一审判处赔偿117万余元

据新华社广州2月6日电（记者毛一竹）被楼
上坠落的一只大狗砸中受伤后，广州市民张某香
将建筑物的出租人和实际使用人告上法庭。广州
市白云区人民法院5日对该案进行一审公开宣
判，判决被告蔡某彰、广州煌某公司连带赔偿张某
香残疾赔偿金等共计117万余元。

法院认为，张某香受害系因狗只从建筑物公共
区域三楼天台坠落所致，但现有证据无法确定实际侵
权人或狗只的实际管理人。被告蔡某彰作为案涉建
筑物的出租人，被告广州煌某公司作为天台区域的实
际使用人，均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以防范、制止高空
抛、坠物等侵权行为的发生。两管理人并无采取相应
安全防范措施，造成狗只能够任意出入天台后坠落，
导致张某香人身损害，依照民法典相关规定，应当承
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

2020年12月23日拍摄的科兴中维新冠病
毒灭活疫苗克尔来福的西林瓶装包装线。

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新冠病毒
灭活疫苗“克尔来福”2月5日获批附条件上市，这是
我国获批的第二个新冠病毒疫苗。 新华社发

我国又一新冠疫苗附条件上市

6 日，沈阳市皇姑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发布情况通告称，对关于“鑫
享悦时光母婴护理中心母婴日常护
理不周，造成部分婴儿被感染为肺炎
的投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区
卫健局等行业管理部门，第一时间组
成工作组开展调查，并由区疾控中心
对相关人员进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
均为阴性。

通告称，经调查，鑫享悦时光母
婴护理中心部分婴儿感染肺炎情况
属实，患病婴儿均已送至医院进行
诊治。目前，鑫享悦时光母婴护理
中心已暂停营业。区疾控中心将对
鑫享悦时光母婴护理中心进行消
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按照有关
规定积极做好患病婴儿家属与鑫
享悦时光母婴护理中心协商等有
关事宜。

新华社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
现，该事件不但暴露出涉事“月子会
所”在经营及卫生防疫管理方面存
在诸多问题，同时也反映出当前母
婴服务行业在准入与监管领域存在

的短板。

患儿目前病情均较平稳

近日，14名入住沈阳鑫享悦时
光母婴护理中心的新生儿中，有 9
名新生儿先后出现不同程度鼻塞、
咳嗽症状，送医后被确诊为新生儿
肺炎。目前，其中 1名患儿已治愈
出院。

患儿家长李先生告诉记者，自家
孩子于1月24日入住该母婴护理中
心，26日他发现孩子有流鼻涕症状，
但中心工作人员对他称属正常情况。
28日，孩子出现咳嗽症状后，中心工
作人员仍建议家长继续观察。2月2
日，孩子发高烧送医后发现病情已重，
被紧急送入重症监护室。

记者调查发现，早在1月17日，
该母婴护理中心就已发现一位宝宝发
病。20日该患儿被家长送往沈阳市
儿童医院就诊。此后，该中心又陆续
接收了部分产妇和新生儿。

沈阳市皇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调查，鑫享悦时
光母婴护理中心部分婴儿感染肺炎情
况属实，患儿均已送至医院进行诊

治。目前，鑫享悦时光母婴护理中心
已暂停营业。相关调查仍在继续。

记者6日在沈阳市儿童医院看
到，患儿们正在接受治疗。“目前看，宝
宝们的病情比较平稳，没有生命危
险。”沈阳市儿童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
病房科主任于慕刚说。

“月子会所”类机构存隐患

记者调查发现，“多名新生儿感染
肺炎”问题，与“月子会所”类机构存在
的风险隐患直接相关。

经营及卫生防疫管理存漏洞。据
了解，部分患儿系呼吸道合胞病毒（B
型）感染，不属于法定传染病范畴，但
同样具有一定程度传播性。“月子会
所”多采用集中式管理，增加了新生儿
卫生风险。

《母婴保健服务场所通用要求》规
定，母婴保健服务场所应建立风险管
控方案；从环境卫生上来说，要对消毒
进行严格管理，防止交叉感染，并保留
记录，应有消毒间或消毒区域，或配备
相应的消毒设备。

“虽然目前传染源头尚不明确，但
可以确定这些孩子都是在这家母婴护

理中心染病的。”沈阳市疾控中心相关
负责人说。

相关行业准入门槛低，机构缺少
必要医疗力量。沈阳市皇姑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副局长梁成林说，所谓“月子
会所”并非医疗机构，但由于面向的客
户群体是“母婴”这一卫生风险较高的
特殊人群，这就对相关机构在卫生安
全保障能力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同
时也要求其应具备必要的医疗处置能
力。但现实是目前该行业准入门槛
低，不少从业机构无法提供必要的医
疗保障，一旦出现突发卫生风险，难以
及时有效处置。

对此类机构的监管有“盲点”。业
内人士透露，未依托医疗机构开设的
部分从事母婴服务业务的“月子会所”
类机构按规定不能有医疗行为，也不
属于医疗行业，卫健部门对其没有管
理权限。而市场监管机构在发放执照
之后，往往很难有效跟进机构经营过
程进行监管，这种“监管盲点”增大了
相关风险。

监管空白有待填补

据沈阳市皇姑区相关负责人丛轶

弢介绍，相关调查处置工作仍在进行，
调查处理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患
者家属与母婴护理中心有关赔偿的事
宜仍在协商中。

目前，皇姑区已经部署在全区范
围对“月子会所”类机构进行全面排
查，同时将针对此次事件中暴露出的
相关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加快形成监
管闭环。

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邓佩律师表示，我国法律规定消费
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
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
利。经营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若健康的婴儿因“月
子会所”机构原因导致感染肺炎或
机构无法证明自身无过错，那么机
构应退还消费者所有费用并承担婴
儿治疗过程中合理医疗费用、营养
费，及消费者相应的误工费、交通
费、精神损失费等。

相关专家建议，应以此次事件为
鉴，要开展此类“月子会所”机构风险
隐患，并从体制机制上解决行业“监管
盲点”难题。

（据新华社沈阳2月6日电）

患儿已获诊治 涉事机构停业
——沈阳鑫享悦时光母婴护理中心9名新生儿感染肺炎事件追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