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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张跃飞

【判决结果 】碍于朋友面子 ，在借
条上签名担保 ， 又未约定担保方式 ，
最终被法院判决对借款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益阳市居民谭某对此直呼冤
枉 ，却后悔已迟 。9月6日 ，该市赫山区
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谭某对朋友刘某
所欠的 60万元借款本息负连带清偿
责任。

【案情回放 】去年下半年 ，家住赫
山区赫山街道办事处毛家塘村的刘
某 ，因店面经营不善 ，资金周转困难 ，
向本市资阳区张家塞乡的王某借钱 。
王某答应了 ，但提出要找一位两人都
信得过的人作担保 。

刘某便找到本市某机关干部谭
某 ， 请谭某作为他借款的担保人 。因
和刘某是多年的老朋友 ， 碍于情面 ，
谭某当即点头应允 。 去年11月16日 ，
王某借款60万元给刘某 ，约定借款期
限为3个月 ，并约定了月利息 。刘某写
好借条后 ，谭某随即作为担保人也在
借条上签名 ，但并未注明是否对这笔

借款承担清偿责任 。
3个月过去了 ， 刘某并没有按照

协议及时偿还此笔借款本息 ， 谭某也
未履行担保义务 。 王某在多次催促刘
某还款未果的情况下 ， 一纸诉状将刘
某和谭某一起告上了法庭 ， 要求他们
共同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 。

【争议焦点 】借款担保人在保证方
式不明的情况下 ， 是否要对借款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法官说法 】承办本案的赫山区人
民法院法官沈明惠说 ， 本案被告刘某
向原告王某借款60万元 ， 此借款行为
属于民间借贷关系 ， 王某履行了出借
资金的义务 ， 借贷合同成立 。 依照合
同法第二百零五条 、 第二百零六条 、
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 ， 刘某应按约
定的期限偿还借款本息 。

担保法第十八条规定 ， 当事人在
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

务承担连带责任的 ， 为连带责任保
证 。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
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
的 ， 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
务 ， 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
内承担保证责任 ； 第十九条规定 ，当
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
明确的 ， 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
责任。

照此规定 ， 本案被告人谭某作为
担保人在刘某的借条上签了字 ， 其保
证方式约定不明确 ， 应视为连带责任
保证 ， 对刘某的借款本息应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所谓连带清偿责任， 是指
数人共同承担清偿债务的法律责任 。
债权人有权要求任何一个清偿责任人
还钱 。 连带债务未全部清偿前 ， 全体
债务人仍负连带责任。

【温馨提示 】私人之间的借贷对缓
解民间资金不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但由于法律意识的淡薄 ， 在借贷时
“以情代法 ” 导致矛盾纠纷的现象屡
见不鲜 。 本案被告人谭某不约定保证
方式就为别人借款草率画押 ， 结果要
为60万元巨额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的教训警示人们 ， 无论是借是贷还
是作担保 ， 一定要按法律规定办事 ，
否则就难免成为 “冤大头 ”。

碍于情面糊涂“画押”

担保60万元借款需担责

湘潭张立新涉黑涉恶团伙案

28名被告人
出庭受审

本报９月１４日讯 （通讯员 陈青松 陈
至求 记者 李军）今天上午，湘潭市岳塘
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张立新涉黑涉
恶团伙案，以张立新为首的28名被告人出
庭受审。该案共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开设赌场，容留他人吸毒，贩
卖毒品等8个罪名，庭审预计将持续两天。

据公诉机关指控， 被告人张立新系湘
潭市岳塘区霞城乡人， 早期通过承接一些
小工程项目慢慢积聚资本， 后来为了在工
程中谋取更大的非法利益， 扩大自己的势
力范围，网罗了一批社会无业人员，逐渐形
成了以其为首，张智、王露、罗永强、郭永来
及黄述等人为骨干成员，以欧阳正湘、周小
邦等人积极参加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该团
伙层次分明、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以暴力、
威胁、欺骗等手段，逞强争霸，危害一方，欺
辱、 伤害群众， 在湘潭市内实施了寻衅滋
事、故意伤害、聚众斗殴、非法拘禁等多起
违法犯罪活动， 致使15名受害人不同程度
受伤。同时，该团伙通过开设赌场和电游室
进行赌博，容留他人吸毒并贩卖毒品，非法
获利上千万元，严重破坏了当地社会、经济
和生活秩序，造成了恶劣影响。

通讯员 黄亚文
本报记者 徐亚平

诚信如金。凡与此相违的事
情，年逾古稀的岳阳市湖滨包装
有限公司董事长、党支部书记冯
于田从来不干。9月14日，他就毫
不留情地轰走了一个居心不良
的不速之客。

是日上午11时许，冯爹正在
办公室。一位50岁左右的中年男
子笑眯眯地推门进来：“冯老板，
请帮忙做一批纸箱。”说完，将一
只 “金龙鱼 ”牌植物油的纸箱放
在冯爹面前。

冯爹请他出示金龙鱼植物
油厂的介绍信或委托书。那人支
支吾吾了一阵， 最后只好摊牌：
“冯老板， 你们厂很需要纸箱业
务，这种‘金龙鱼’植物油纸箱业
务需求量大，我们愿出高价到贵
厂做。”

冯于田自1981年至今已担
任厂长30年，是全省企业界乃至
全国包装行业中目前年龄最大、
厂长当得最久的新闻人物。他办
厂有方 ，企业年年盈利 。固定资
产由21万元增加到1000多万元。
由于他年届七十有七，在湖南包
装行业中名声大 、威望高 ，大伙
都尊敬地称他为冯爹。

冯爹毫不客气地说：“我们厂
是重合同、 守信用先进单位，这
种假冒‘金龙鱼’植物油包装箱，
我们厂坚决不做！” 那位中年男
子碰到了一鼻子灰，只好走了。

可走了不多远，那男子还是
不甘心，又回来再次推开冯爹办
公室的门，从背包内掏出一个厚
厚的信封， 露出一叠人民币，推
到冯爹面前：“先付款， 后提货，
总可以吧？” 这一下可把冯爹惹
火了，他指着门说：“请你出去！”

中年男子灰溜溜走了。

古稀厂长逐客

图 /傅汝萍

9月14日， 加拿大旅行商团在吉首市乾州古城文庙游览。 该市积极挖掘乾州古城的历史文化， 加强对外推介，
使古城吸引了众多的国内外游客。 姚方 摄

本报9月14日讯（通讯员 彭
司进 记者 柳德新） 今天，2011
年湖南省境外矿产资源项目对
接会在长沙举行， 省商务厅、省
国土资源厅联合发布了56个合
作项目信息 。据悉 ，这是我省首
次举行境外矿产资源项目对接
会。

矿产资源开发是我省对外
投资的重要部分。 截至今年7月
底，我省有73家境外企业专门从
事境外矿产资源勘探和开发，涉
及22个国家和地区，合同投资额
和中方合同投资额分别达60.58
亿美元和14.88亿美元，分别占全
省总额的71.8%和39.1%。

境外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是
一个高风险 、高投资 、高回报的
领域。 目前我省在境外进行矿产

资源开发的，除了少数是资金实
力雄厚的国有企业外，大部分是
资金实力较弱、融资困难的民营
企业和地勘单位，制约着我省境
外矿产资源勘探和开发的进程。
省商务厅副厅长邓立佳介绍 ，
举行境外矿产资源项目对接会，
就是要把这些在境外获得了矿
权但又无力独自承担风险和经
营成本的企业，与有实力的企业
联合起来，让他们通过这个平台
建立合作关系，使双方达到互利
共赢的目的，同时也为湖南的资
源需求提供保障。

会上，商务部官员介绍了国
家对境外矿产资源开发的政策，
境外矿产资源专家讲解了中亚、
非洲、加拿大与矿产资源相关的
法律、政策。

境外矿产资源项目首次对接
我省发布56个合作项目信息

本报9月14日讯（记者 沙兆
华 ）9月 13日 晚 ， 当 双 色 球 第
2011107期开奖后， 福彩双色球
又一次给彩民朋友带来大奖惊
喜。 当期开出的红球号码为04、
09、16、17、22、29，蓝球号码为15，
当期我省彩民斩获了 3注一等
奖，单注奖金为498万元。

据省福彩中心机房检索，我
省当期中出的3注一等奖分别出

自长沙和常德两地，其中常德中
出两注，幸运站点是常德桃源县
漳江镇荷花路 43068316号投注
站 ，系一人所中 ；另外一注出自
长沙曙光中路2号43014046号投
注站。

今年以来，福彩双色球不断
为三湘彩民带来喜悦 ， 截至第
2011107期， 我省今年已中出32
注双色球头奖。

我省彩民中双色球3注头奖
奖金近1500万元

持续的干旱使双峰县部分山区居民出现饮用水困难。 9月13日，
该县县农办、 县水利、 县消防等部门工作人员， 来到甘棠镇干旱山
区， 为群众送去生活用水。 龚闯 摄

本报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袁春风

今年教师节、 中秋节期间，
资兴市特殊教育学校美术教师
李志江的手机，不停地收到来自
四面八方的祝福和问候。

刚考上西安美术学院的聋
儿陈志培在短信中写道 ：“敬爱
的李老师 ，感谢你用画笔 ，为我
们这些无声世界里的孩子，打开
了一扇艺术的大门。祝您教师节
快乐，中秋快乐。”

李志江今年33岁， 是资兴市
特殊教育学校的专业美术教师，
也是为数不多的聋哑美术老师。
2岁时，他因高烧导致失聪失声。
1990年，郴州地区在资兴兴宁镇
建立了一所聋哑学校，李志江成为
了那里的第一届学生，并迷上了画
画。1998年， 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
了省特教中专工艺美术专业。

2001年10月， 从特教中专毕
业的李志江选择回到资兴母校。

当时的资兴特校， 在美术教
育方面正缺乏正规专业的老师。
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他
包揽了所有的美术课， 他还针对
不同年龄段开设了国画、书法、工
笔、剪纸等课程，每天3节课时。课
后，他还花大量的时间辅导学生，
虽然很辛苦， 但是看到孩子们走
进美丽的艺术世界， 他感到莫大

的喜悦和满足。
不能用语言表达和沟通，李

志江就用手中的画笔和粉笔，传
递出自己教学的内容。 他的课，
孩子们是静静地感受，从他的眼
神中感知着一切。因为同是聋哑
人，李志江和学生们交流起来没
有障碍。他也成为孩子们的一个
榜样，带给这些孩子无限的希望
和信心。

今年15岁的聋儿樊涛已小学
6年级了，9岁时初到学校第一次
上美术课时， 李老师面带笑容走
进教室， 直接用粉笔在黑板上画
成了一只小白兔，超级可爱，小白
兔的眼睛似乎在说话。 樊涛就是
从那一节课爱上的画画。 李志江
看到这个孩子天资聪慧， 对他要
求更高。如今，樊涛的水粉画和素
描画都有一定的功底， 还在郴州
市相关比赛中获得一等奖。

彭中飞今年21岁， 初跟李志
江学画画时， 总觉得自己是个聋
哑孩子，很自卑。李志江用自己的
经历告诉他， 只要执着自己的梦
想， 就一定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
人。从那以后，彭中飞专心绘画。
如今， 他在株洲一家陶瓷公司作
美工，一个月可以赚到3000多元。

李志江执教9年多 ，40多名
聋哑学生因为他而爱上绘画，凭
借着绘画，他们拥有与正常人同
样精彩的人生。

聋哑老师帮聋哑儿圆梦
中国新闻名专栏■老百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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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4日讯（记者 李军 通讯
员 文闻）今年1至7月，全省法院受理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案件达
221件，相当于去年全年的96.5%，同比
上升27.6%。 这是记者今天从省高级人
民法院获悉的。

随着我省农村土地流转日渐活
跃， 同时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和农业补
贴政策的实施， 一些外出务工的农民
要求将流转出去的土地收回耕种，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不
断显现。据统计，自2009年至今年7月，
全省法院受理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纠纷案件达805件，其中2009年287
件、2010年296件、2011年1至7月221件。

农村土地流转纠纷呈现出诉讼主
体多元化。 参与诉讼的当事人既包括
承包土地的农户， 也包括受让土地的
农业生产大户、农业企业、工商企业等，
还包括村组集体经济组织、 农业生产
合作社、 政府以及土地流转交易中介
组织。在土地流转纠纷中，各种新类型
案件不断出现。 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所有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四荒
地” 流转成为矛盾高发区。“四荒地”流
转一般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
式承包，而受让方一般用于矿产开发。
矿产开发的高额利润诱发出让方以
“四荒地”只能用于植树造林等水土保
持项目开发为由主张合同无效而毁

约。
针对土地流转纠纷高发的现象，全

省法院及时组织调研的基础上，创新审
判思路，组建“土地承包纠纷合议庭”；
设立巡回法庭， 把法庭搬到田间地头，
依法纠正和制裁侵害农民土地承包权
的违法行为；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
积极引导当事各方友好协商履行义务，
从源头上预防新的矛盾纠纷产生。如今
年上半年， 绥宁县长铺乡濑濑水村4组
村民陈某的承包土地被村组非法侵占
一案的执行中，县法院启动三调联动机
制，多次做该组村民的工作，使被执行
人不仅及时兑现了6万余元赔偿款，还
落实了陈某的承包农田。

农村土地流转纠纷呈上升趋势
1至7月， 全省法院受理案件达221件

(紧接1版)为不断扩大两省经济合作成果，两省经
（工）信委商定，今后在兰州、长沙轮流主办经济合
作对接会， 这为不断深化两省合作搭建了一个新
的平台。 希望两省有关单位和企业扎实落实合作
协议，切实加快项目建设，确保尽快发挥效益。 甘
肃将努力为协议实施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创造
更加有利的条件。

会上， 省经信委主任谢超英对湖南优势产业
发展情况作了重点推介。我省中电48所、江南机器
集团和甘肃金川集团、兰州新区的代表相继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