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人黄凯， 不慎将人民
警察证丢失 （工作单位： 北
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 警
号： 042041） 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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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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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婧

8月22日， 丰台工商分局联
合区公安分局、 区食药局、 王佐
镇政府， 对王佐镇下庄村的一户
出租屋进行突击检查。 针对此地
点 ， 各部门前期已经进行了摸
排， 基本掌握了该窝点人员的活
动规律， 以及所从事的涉嫌违法
经营行为。 在现场， 各部门各司
其职，现场发现有大量带有“贵州
茅台”“五粮液”标识的包装，经执
法人员仔细清点，各种包装共计
八万余个， 随行的商标权利人，
对以上包装进行鉴定， 所查包装
均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
品， 执法人员现场对以上商品进
行了依法扣押， 并收集了相关证
据材料。 目前， 该案已正式移交
公安部门处理。 （崔鹏珺）

随着新学年的开启， 大学新
生们踏上新的旅程。 行李是否带
够？报到前要做好什么准备？教育
部“微言教育”公众号提醒，大学
新生报到前要做好五件事。

按照录取通知书清单核
对行李

出发前， 新生们首先要再次
核对一下录取通知书， 录取通知
书中一般包括通知书、入学须知、
学校简介、银行卡、电话卡等，应
根据清单详细检查准备的物件。

其次， 准备好物件和学费等
报到所需用品，如生活用品、学费
和生活费、相关证件材料等，如有
疑问可以拨打录取通知书里面提
供的电话咨询。同时，要仔细阅读
学校介绍，熟悉新学校情况，注意
报到时间、 军训时间、 乘车路线
等。 可以关注录取院校的官方微
信公众号，获取更多的入学攻略；
登陆学校官网，查看新学期课程，
提前准备大学专业课的学习。

第三， 提前办好助学贷款手
续。 符合贷款条件的高校新生办
理生源地助学贷款时， 需要在新
学期开始前向家庭所在县 （市、
区） 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出申
请，携带纸质打印的《国家开发银
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
本人身份证、共同借款人（父/母）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以及高校
录取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前去。
新生入学后， 指定的贷款银行会

根据合同规定， 在约定日期发放
贷款， 并将贷款资金汇入借款学
生所在高校的指定账户中。

办理过程中如有疑问， 学生
和家长可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官网 （http://www.xszz.cee.edu.
cn/）和中国学生资助微信公众号
（微信号：jybzzzx） 上查询国家学
生资助政策及相关规定； 从现在
起至9月12日每天的8:00-20:00，
也可拨打教育部2018年高校学生
资 助 热 线 电 话 010 -66097980、
010-66096590进行咨询。

第四， 填写高等学校学生及
其家庭情况调查表。 这个表一般
在录取通知书邮件中附有， 如果
找不到可以到学校官网下载。新
生入学后， 办理大学助学贷款申
请、助学金申请、奖学金申请等等
都需要该表， 填写后要到乡镇民
政局盖章。

第五，转团组织关系。大学新
生要把自己的团组织关系转移到
将上的大学。一般来说，高中毕业
时， 学校会把团组织关系档案和
转团介绍信交由学生保管， 主要
转接的资料有入团志愿书、 团员
证以及档案袋，一定要保管好，档
案袋千万不要撕开。

证件生活学习医药四类
用品不可少

行囊可以根据属性的不同，
分为四大类。 其中证件资料类包
括录取通知书、 高考准考证、 考

分条 （录取通知书丢失时有用，
建议带着）； 身份证正反两面复
印件、 户口本户主页和本人页复
印件 （部分高校院系报到需要）
等； 团员档案 （团员证以及转团
组织关系）、 学籍档案； 免冠一
寸照片、 两寸照片若干张 （学生
证、 团关系转接证、 学生档案转
借手续证等可能需要）； 户口迁
移证明 （需要把户口迁到学校的
新生记得带上）； 贫困证明材料
（申请助学金的时候会用到）、 生
源地贷款回执单 （有生源地贷款
的新生一定要带上）。

生活用品类包括衣物、鞋、衣

架等；洗漱用品；床上用品（有些
学校会统一采购， 提前关注一下
学校通知书里附带的入学须知）。

学习用品类包括书包、 笔记
本、笔、笔袋；文件夹、订书机并配
钉、回形针或夹书的夹子；英语四
六级单词书以及自己感兴趣的书
籍；电脑以及附件 （U盘 、移动硬
盘、充电器、鼠标、网线）；移动电
源、插排（宿舍墙上的插座可能不
够用）。

医药用品类包括创可贴、防
中暑药、感冒药、止泻药（以防水
土不服拉肚子）、退烧药、外伤药
品（碘酒、棉签、纱布等）、体温计。

案例1
代接孩子出意外
教育机构需赔偿

2015年11月，刘小学 （化名 ）
在校外教育机构报名参加作文课
程。2016年5月6日，校外教育机构
派工作人员到刘小学所在的小学
接在该培训机构报名学习的学
生，当天下午4点左右，校外教育
机构的工作人员安排已放学的30
多个学生在学校旁的自行车棚附
近等候。车棚附近有旧沙发，刘小
学在玩耍时不慎从沙发上跌落摔
伤。 刘小学将校外教育机构诉至
法院，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 校外教育
机构在接包括刘小学在内的作文
班以及其他孩子过程中， 由一名
老师接近三十余名学生， 且让学
生在杂乱的自行车棚等候， 很大
程度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未尽到
教育管理职责。 但考虑到刘小学
作为小学四年级的学生， 对自己
的行为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安全意
识，因此综合全案案情，最终判决
刘小学自负20%的责任， 校外教
育机构承担80%的赔偿责任。

法官提示
教育机构对未成年人依法负

有教育、管理、保护的义务。学生
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
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 学校或
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
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但是一些
课后托管机构在接送孩子时往往
存在学生多、老师少的问题，易因
疏于管理而产生安全问题。因此，

家长在为孩子挑选课后托管机构
时，一定要审慎选择。同时，家长
要做好孩子的安全教育工作，帮
助孩子树立安全责任意识。 课后
托管机构作为孩子的托管者，负
有教育、管理、保护的义务。因此，
要根据学生的数量以及课程安
排，合理安排教职人员，做好孩子
的安全保障工作。

案例2
走路被绊倒摔伤
侵权人应担责

王小安 （化名 ）、北小全 （化
名） 系幼儿园同班同学，2015年9
月30日下午放学后， 幼儿园老师
站在活动室门口接待家长， 学生
则在教室内等待家长来接。期间，
王小安在教室内被北小全伸出的
腿绊倒，导致其右臂骨折。王小安
将北小全以及幼儿园诉至法院，
要求其赔偿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 北小全伸
腿造成绊倒他人的安全隐患，最
终导致原告绊倒受伤的后果；王
小安行走时未尽到注意义务，二

人均存在一定的过错。 北小全对
王小安的损失依法应承担相应的
民事赔偿责任， 王小安对自己的
损失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事发
时王小安与北小全均系五六岁的
小孩， 幼儿园未尽到教育管理的
职责， 应按照其过错程度承担相
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结合具体案
情， 法院最终判决原告王小安应
自负合理损失的20%， 被告北小
全及其父母应赔偿王小安合理损
失的50%，其余30%合理损失由幼
儿园承担。

法官提示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 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监护人承
担侵权责任。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
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

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
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被侵
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案例3
家长接孩子因拥挤受伤
幼儿园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于某儿子在幼儿园上小班，
2017年9月7日上午， 于某到幼儿
园接孩子放学， 幼儿园大门打开
的瞬间，学生家长涌入园内，于某
在进入到园内时被挤倒在地受
伤。后于某将幼儿园诉至法院，要
求其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
经调查， 该幼儿园小班共有三个
班，到了放学时间，幼儿园将大门
打开， 三个小班的所有家长自行
入园后进入班级接孩子放学。家
长入园后没有老师或保安负责引
导和指挥， 也没有专人组织和维
护家长的入园秩序。

法院经审理认为， 幼儿园在

小班学生入学之初即发现在学生
家长进入园内接送孩子放学期间
可能发生拥挤等安全隐患， 而仅
仅进行了口头的提示， 并未就此
制定相应的对策以防止安全事故
的发生， 应对于某损失的发生承
担主要责任。 于某作为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 在明知校门口人员
较多、拥挤混乱情形下，仍随学生
家长一起涌入园内， 对自己受伤
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幼儿园按照60%的
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法官提示
学校不但对学生在学校学

习、 生活期间具有教育和管理职
责， 其亦有作为公共场所管理人
的安全保障义务。 除应保障在校
学生的安全以外， 还需在合理限
度内保障其他入校人员的安全。
学校人员众多， 放学时间比较集
中，容易引发拥堵混乱。因此，学
校应根据本校情况， 采取安排专
门人员在门口及园内进行疏导，
或采取错开放学时间、 分批放家
长入园等方式维持校门口良好的
秩序，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开学季提醒

马上就要开学了， 接送孩子上下学又将要成为家长每日的必修课。 有些家长能够安排时间自己接送
孩子， 而有些双职工家庭则需要托管机构来帮忙。 如果孩子在上下学途中发生意外或者被人伤害， 如何
区分责任呢？ 托管机构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担责呢？ 学校在什么情况下才有责任呢？ 近日， 房山法院的法
官通过三个典型案例， 总结了在接送孩子上下学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新生行囊里准备啥 五件事要记清
□本报记者 任洁

丰台工商联合执法
查获假酒商标制造点

上上下下学学途途中中孩孩子子受受伤伤
应由谁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