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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动车路边
停放时间能否延长？
达城唐女士咨询： 近段时间路边停
车时间不得超过 60 秒，这个政策对于大

▲ 50 岁能否参加社保？

▲ 办养殖场需什么手续？
万源市李先生咨询： 我是沙滩镇村
民，想办养殖场。 请问办养殖场需要什么
手续？ 有专项扶持政策吗？
万源市畜牧局回复：目前，上级暂无
专项资金支持关于鸡场建设及养鸡方面
的专项扶持项目。 办理养殖场需审签《万
源市畜禽养殖设施农用地选址申报意见
表》
（表可到当地乡镇农技站或市畜禽品
种改良站领取），《意见表》 需乡镇农技
站、乡镇人民政府、国土、环保、农业规
划、农业主管等部门签署意见，以确保养
殖场选址符合相关要求， 完成初审后凭
《意见表》到市畜禽品种改良站和市农经
中心备案登记。 养殖场建好后需到市农
业农村局政务大厅窗口办理 《动物防疫
条件合格证》。 拟建养殖场请到环保部门
办理环评手续。 养殖场可根据自身需要
办理工商营业执照。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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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等市民来说，时间太仓促，而且存在一
定的安全隐患。 请问能否做出调整？
达州市公安局回复： 达州城区违法
停车自动抓拍设备均按照国家相关标准
规范设置和收集证据图片。 主要集中在
城区主、 次干道及交通性支路等交通流
量较大的路段。 针对机动车违反禁停标
志标线行为证据图片为
“
机动车 10 秒内
无位移”的采集技术标准要求，综合借鉴
其他城市的做法, 达州城区允许机动车
在不超过 60 秒的时间内临时上下人，但
临时上下人不得影响其他车辆正常通
行，即停即走，不得候客、揽客（金龙大道
临时上下人须行驶至辅道）。 为充分体现
人性化执法， 针对一些特殊区域达州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根据需求进行了精细化
管理，在学校、医院、公园、公厕等周边道
路适当调整延长了临时停车时间。 如通
川区的一小、 哈弗幼儿园等学校允许在
上放学期间接送学生的车辆临时停放半
小时；大东街门诊部路段可临停 5 分钟；
凰城一号、民乐街、梨树坪公园、滨河西
路（塔坨公园）等允许限时停车。 同时，对
抓拍的违停证据图片，在后台审核时，发
现搀扶老人、 抱婴幼儿等上下车需要时
间较长的情形， 一律不录入违法处理信
息系统。 我们通过充分的调研和论证并
吸纳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决定对中
心城区 240 套违停抓拍设备进行设置调
整,将抓拍时间延长至 90 秒，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下一步，将对学
校、车站、医院、公厕等停车需求量大的
公共区域进行梳理、排查，进一步精细化
的管理。
（以上记录由热线记者 周巾晶整理）

公 告
我校于 2019 年 07 月给谢军同学办
理的中等职业学校“护理专业”毕业证（证
书编号：川 641913600），因证书信息错误，
特公告该毕业证书作废，并请该证书持有
人到校更换证书。
达州远航职业技术学校
二 0 一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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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城孟先生咨询：我现年 50 岁，家住
荷叶街，户籍在渠县。 请问能否在通川区
参加社保？
达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回复：
由于本人现 50 周岁， 已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 根据规定，法定退休年龄以内的城镇
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 城镇自由职业者、
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应在户籍所在地参加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超过法定退休年
龄的人员，不再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 未参加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且已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不再参加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各地不得办理补缴。
所以以上情况无法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
险，但可以根据相关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

部分人来说是可行的， 但是对于老弱病

2017 年 8 月，张某途经杨某经营的门
市时，突然遭到杨某饲养的狗攻击，张某躲
避不及摔倒在地。 张某当晚即被送至医院
住院治疗， 经检查诊断为右股骨粗隆间骨
质断裂，断端分离累及大转子，必须立即手
术。 事发后，张某家属报警，派出所介入调
查，杨某在询问笔录中确认狗主为其本人，
事发时没有拴狗， 张为其狗攻击所致。 同
时，杨某向派出所提供了当时的监控，清楚
显示杨某的狗攻击张某的事实。 张某与杨
某协商赔偿事宜未果， 于是委托律师向法
院起诉， 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遭被告
所养宠物狗伤害而产生的住院医疗等费用
共计人民币 250963 元 (其中住院医疗费
56000 元、后续治疗费 15000 元、残疾赔偿
金 135663 元、残疾鉴定费 5000 元、精神损
失费 30000 元、 住院伙食补助费 1300 元、
营养费 5000 元、交通费 3000 元)，本案的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杨某辩称，监控显示，案发时宠物
狗是正常行走而非冲撞或往前扑； 案发时
宠物狗与原告相距较远，原告事发前路过时直视宠
物狗并从其面前经过，表现出其对宠物狗的兴趣而
非恐惧；案发地是一条宽阔的人行道，怕狗的人可
以选择绕开狗行走，而非采取如原告靠近狗通过的
行为。 可见宠物狗的行动没有对张某带来现实的危
险，不足以使张某产生恐慌心理，宠物狗自始至终
与张某并未发生接触，原告张某摔倒受伤与宠物狗
并无关联性，不排除是自己站立不稳或被地上障碍
物绊倒，因此，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没有客观依据，
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代理人认为，从被告提供的监控录像清晰
显示，原告在丈夫陪同下徒步行走，途经被告经营
的门市时，遇趴在台阶上休息的由被告饲养的一只
棕色
“
泰迪犬”；
“
泰迪犬”见张某夫妻接近，站立起来
向张某方向走了两步，此时张某与“
泰迪犬”相距约
3 米。 本代理人认为，被告饲养的狗虽未对原告实施
如
“抓伤、扑倒、撕咬”等直接接触人体的动作，但原
告在看到未被采取任何约束措施的狗突然起立并
向其逼近的时候， 因本能的恐惧而避让进而摔倒，
并致其受伤，该伤害与被告饲养的狗之间具备了引
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故二者具备因果关系，被告作
为动物饲养人对此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被告没有证
据证明原告在受伤害过程中存有主动挑逗、 投打、
追赶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等情形，原告遭受的损失
系被告未规范饲养动物导致，被告没能提供证据证
明存在能减轻其责任的情形，故被告应对原告的涉
案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
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综合审理， 采纳了原告代理人的意见，
判决被告在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给付 206473.84 元
给原告， 本案诉讼费 4397.10 元， 由原告承担 779
元，被告承担 3617 元。 判决后，被告提起上诉，二审
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院民二庭 本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