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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张跃飞

【判决结果】 2月8日， 益阳市
赫山区人民法院对一起因义务帮工
受伤致残责任纠纷案作出一审宣
判， 判决被告习灵芝赔偿原告蒋初
立医疗费 、 残疾赔偿金 、 误工费 、
护理费、 住院伙食费、 交通费、 伤
情鉴定费等各项费用共计46472.64
元。

【案情回放】 家住益阳市赫山
区的习灵芝和蒋初立， 同在该市的
罗马时尚广场租赁门店经营服装鞋
业。

去年4月25日， 因习灵芝要外
出进货， 蒋初立主动提出为其照看
门店， 习灵芝答应了并将门店的钥
匙交给蒋初立。 第二天下午， 习灵
芝进货回店， 蒋初立前去开门， 在
开门过程中玻璃门突然爆炸致蒋初
立双手受伤 ， 随即被送往医院治
疗。 后经司法鉴定， 蒋初立已构成

十级伤残。
蒋初立受伤后， 习灵芝认为蒋

是因玻璃门爆炸而受伤的， 不是因
从事帮工活动受的伤， 而且自己并
没有主动请蒋初立帮忙， 对她的受
伤并无过错， 蒋初立应向玻璃门的
管理者、 生产者或销售者索赔。 据
此， 习灵芝在向蒋初立支付了1500
元医疗费后， 就不再赔偿她因此而
遭受的其他损失。 蒋初立为此告上
法庭。

【争议焦点】 义务帮工受害责
任谁担？

【法官说法】 主审此案的赫山
区法院法官刘冬红说， 公民生命健
康权应受到法律保护。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四条
第一款规定， 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
受人身损害的， 被帮工人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
的， 不承担赔偿责任； 但可以在受

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 第十七条
第一 、 二款 ， 受害人遭受人身损
害， 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
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 包括医疗
费、 误工费、 护理费、 交通费、 住
宿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 必要的营
养费， 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 其因增加生活
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
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 包括
残疾赔偿金、 残疾辅助器具费、 被
扶养人生活费 ， 以及因康复护理 、
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
费、 护理费、 后续治疗费， 赔偿义
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本案原告主动无偿为被告照看
店面， 被告并没有拒绝， 原、 被告
之间已经形成义务帮工关系。 原告
为被告去开门而受伤， 是在从事帮
工活动中受到的人身伤害， 原告在
帮工活动中并无过错， 故被告依法
应当承担原告遭受人身损害的赔偿
责任。 至于原告是否要向玻璃门的
管理者、 生产商或销售商索赔， 这
是另一法律关系。

【温馨提示】 义务帮工是助人
为乐美德的体现， 更应受到法律的
保护， 被帮工人应积极主动承担义
务帮工受害的法律责任， 以免让助
人为乐者心寒。

义务帮工受伤责任谁担

2 月 10
日， 临武县
武源乡大塘
小学学生领
到了 “牵手
平安贺卡”。
新 学 期 伊
始， 该县交
警 部 门 将
20000份 “平
安卡” 发放
到全县中小
学 生 的 手
中， 提醒孩
子们遵守交
通 规 则 ，保
护 生 命 安
全。

陈卫平
胡庆国 摄

本报2月10日讯 （通讯员 李金
良 张小平 ） 随着 “轨道交通用铝合
金车体材料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
项目的推进 ， 湖南晟通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不仅成为长江以南最大的铝
挤压产品生产企业之一， 而且2011年
销售收入超过200亿元 ， 跻身中国企
业500强行列 。 省产学研结合专项计
划实施3年来， 转化成果近100项， 开
发新产品446个 ， 有效提升了我省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核心竞争力 ，
促进了我省经济转型升级和发展方
式的转变。

近年来， 我省积极推进产学研结
合创新， 引导支持企业与高校院所建
立长期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 大力开
展协同创新， 共同突破一批具有战略
性、 前瞻性的共性技术和核心技术 ，
推动了企业向价值链和技术链高端发
展。 如湖南晟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先
后与中南大学 、 东北大学 、 湖南大
学、 国防科技大学等院校及研发机构
开展广泛的产学研合作， 取得了一系
列节能减排、 产品改进、 市场创新的
成果， 其研发的 “高品质低铁低硅铝

锭” 占全国市场份额的60%以上 ， 成
为国家大飞机项目和丰田汽车供应商
指定用铝 ， “铸轧双零箔铝箔坯料 ”
占市场份额的80%以上， 已正式启动
的10万吨/年铝工业型材项目采用的
工艺技术、 生产设备均为国际先进水
平， 开发的高性能、 大截面、 高强度
铝合金管、 棒、 型材产品， 可广泛应
用于轨道车辆、 船舶汽车等领域， 填
补了长江以南地区无大型交通运输用
铝合金材料生产的空白。

湖南广信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与长沙理工大学等院校强强合
作， 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
系， 取得了21项自主知识产权， 开发
新产品30余项 。 打破国外技术封锁 ，
自主研发的特超高压绝缘纸板， 获国
家新产品证书 ， 产品全部替代进口 ，
并出口欧美及周边国家和地区。 目前
公司已建成超高压绝缘纸板生产线 ，
产能达1.2万吨/年， 成为国内本土第
一家批量整台用于500KV变压器的绝
缘纸板制造企业， 公司产品品种、 产
量、 销量均居全国第一， 年销售收入
从几百万元快速增长到3亿多元。

助力调结构转方式

产学研结合转化成果近100项

2月 9日 ，
外县客人在泸
溪县国税局廉
政文化展厅参
观学习 。 该县
通过培植廉政
文化 大 院 、开
辟廉政文化廊
道等 措 施 ，将
廉政建设融入
机关 生 活 ，根
植党员干部心
中。

向民贵
向方华 摄

本报2月10日讯 （记者
谭云东） 中国足协特别会员
代表大会今天召开，会议通过
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
离改革方案》， 标志着中国职
业足球联赛 “管办分离改革”
走出了第一步。

据了解，本次改革方案的
重点是成立相对独立的职业
联赛管理机构———成立新的
职业联赛理事会取代以前的
中超和中甲联赛委员会。新的
联赛理事会将是一个非营利
性机构， 重点进行赛事管理。
职业联赛理事会将设置执委
会， 执委会由19名委员负责，
他 们 分 别 来 自 地 方 协 会 （4
人）、中超（5人 ）和中甲 （2人 ）
俱乐部、中超公司（1人）和社
会人士（4人）。4名社会人士来
自经济、法律、媒体和其他领
域。相对于联赛理事会，中超
公司将更侧重于联赛经营的

开发。与此同时，改革方案中
还强调，逐步理顺和建立国家
体育总局、中国足协、职业联
赛理事会、中超公司分级管理
层次， 形成联赛的监管机制、
行业自律和约束机制、社会舆
论监督机制。

对于这次通过的改革方
案，各方意见褒贬不一。有人
认为 ，此次管办分离中 ,新成
立的联赛理事会依然不是独
立法人， 附属于中国足协，第
一任主席也来自足协，中国足
协拥有重大事项的一票否决
权，属于“换汤不换药 ”，改革
方案也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
与会的中超、中甲俱乐部负责
人对于此次改革还是表示认
同，“至少可以让职业联赛的
运作管理变得更加透明，中国
足球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改
总比不改要好 ， 也是一种进
步。”

本报2月10日讯 （记者
王亮 ）CBA第32轮今天展开
激烈争夺， 在上赛季冠亚军
广东宏远和新疆沃尔沃队的
比赛中， 广东宏远队凭借更
高一筹的实力在一个加时后
以110比106击败对手， 成功
取得13连胜， 追平了本赛季
北京金隅队的连胜纪录。

更换了主教练的新疆队
由于球队不够稳定， 与上赛
季常规赛仅输一场的表现相
差甚远， 依然在为季后赛的
名额苦苦拼搏。

本场比赛面对排名第一
的广东宏远队， 主场作战的

新疆沃尔沃队表现出色 ，双
方之间的分差一直保持在10
分之内。 最后一节还剩34秒
时， 新疆沃尔沃队的外援皮
科特突破上篮， 帮助新疆沃
尔沃队以98比96领先， 但最
后时刻朱芳雨顶住压力两罚
全中将比赛拖入加时。

板凳深度雄厚的广东宏
远队在加时中没有给新疆沃
尔沃队任何机会， 很快便以
108比103领先，虽然徐国翀在
最后时刻命中3分，但随着布
鲁克斯再次两罚全中， 广东
宏远队最终以110比106战胜
新疆沃尔沃队，豪取13连胜。

本报2月10日讯 （记者 谭云东） 中国羽毛球队目
前踏上了汤尤杯预选赛的征程， 其中包括世界冠军陈
金，这也是他争取奥运积分的重要一役。不过中国羽毛
球队总教练李永波今天表示，陈金获得伦敦奥运会参赛
资格的希望已经非常小。

中国羽毛球队要想拿满奥运会男单的3张入场券，
必须在世界排名前4中占据3席，目前陈金暂居第5，丹麦
老将盖德则排名第4， 即意味着陈金必须挤掉盖德才有
望参加奥运会，但现在陈金和盖德积分相差了将近4000
分。李永波表示，差4000分的概念不是一个比赛的概念，
是十站最好成绩的平均概念，以陈金目前的状态，要想
在后面的几站比赛中拿超级赛冠军几乎是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

伦敦奥运会双打比赛每个项目的参赛席位只有16
对选手，每个协会最多限派两对选手，参赛资格的竞争
非常激烈。湘妹子田卿与赵芸蕾的女双组合，在最新一
期女双世界排名上位于队友于洋/王晓理之后， 排名第
二，另一名湘籍选手柴彪与郭振东在男双方面目前排在
第五名，只要不出现伤病等意外情况，两个组合获得入
场门票问题不大。

中国职业足球
走出“管办分离”第一步

成立职业联赛理事会

广东宏远取得13连胜

李永波：
陈金去伦敦比较“悬”

（紧接1版①） 共同探索一条资源节约
和环境友好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途径 ；
共同寻求一种城镇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 综合承载能力不断增强、 人居环
境不断改善、 城乡二元结构深刻改变
的新型城镇化实现形式； 共同构建长
江中游地区能源原材料基地、 先进制
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现代服务
业基地、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全国
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 以城市集群为
主要载体，打造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
该协议同时提出在区域发展战略 、规
划和政策衔接互动， 综合交通枢纽建
设，产业分工协作 ，加强农业合作等9
大领域共同发力。会议还签署了《长江
中游城市集群旅游合作发展协议》。

韩永文在讲话中说， 受周强书记
和徐守盛省长委托， 参加长江中游城
市集群三省首次会商会， 对会议的顺
利召开表示祝贺。 他说， 打造长江中
游城市集群， 是落实国家促进中部崛

起战略的重大举措， 湖南将大力推动
长株潭三市积极参与融入构建长江中
游城市集群战略合作， 也将推动环长
株潭城市群参与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
群战略合作。 会上， 湖南就推进构筑
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提出了四个方面的
建议。 一是坚持顶层设计总揽、 环境
治理优先 。 顶层设计要贯穿绿色发
展 、 低碳发展 、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
在政策 、 产业 、 项目等方面作出安
排。 二是坚持政策的前瞻性、 共享性
和普惠性。 争取将长江中游城市集群
上升为国家战略， 纳入国家区域发展
规划。 三是坚持产业优势互补、 项目
合理布局。 在产业发展方面要注重协
调配套发展， 并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
产业的合理布局和有效对接。 四是坚
持市场主导运作、 政府服务推动， 促
进区域内要素资源合理配置。

国家发改委、 中国社科院有关同
志出席会议。

� � � � （上接1版②）
“深圳许多大型企业、知名企业

的老总是湖南人； 举世闻名的大亚
湾核电站建设初期的党委书记和总
工程师，是湖南人；中国当今鼎鼎有
名的慈善家、 深圳彭年酒店创始人
余彭年也是地地道道的湖南人。”谈
起湖南人， 深圳市党政代表团成员
们如数家珍。

省政府驻深办负责人介绍， 深圳
的关内关外、各行各业，到处都有勤劳
勇敢的湖南人洒下的汗水， 在深圳创
业发展的湘籍人士已达200多万。

在深圳的平江人有多少？4万多
人。深圳的汽车货运行业，有一个令
人吃惊的“平江现象”：整个行业中，
湖南平江人拥有近4000台拖挂车 ；
在盐田港、月亮湾、蛇口湾这三大物
流集散地， 三分之一以上的集装箱
由平江人承运。

不仅是劳务输出，近年来，湘企
频频在深圳“弄潮”———

产自湖南的工程机械产品 ，在
深圳有着良好的市场信誉和销售业
绩； 南车集团与深圳地铁集团战略
合作顺利推进；深圳湖南商会、深圳
长沙商会、 深圳邵阳商会旗下拥有
的500多家实力湘企，在特区发展得
顺风顺水。

深圳的多个 “第一 ”，也与湖南
有关：湖南投资建设的阳光酒店，是
深圳市内第一家五星级酒店； 长沙
至深圳的７５ ／ ６次客运列车， 是深圳
开通的第一列直通省外的列车……

把湖南当成第二故乡
中部大省湖南， 也已经成为深

圳拓展更广阔发展空间的重要区
域。

2000年首次试水湖南市场 ，10
余年间，新一佳，这个来自深圳的商
业企业， 已经打上了深厚的湖南烙
印。

在湖南， 新一佳拥有30余家门
店。在新一佳的商品体系中，采购自
湖南的商品琳琅满目。农超对接、本

土采购， 让湖南特色产品通过新一
佳这个平台与全国消费者见面。

2008年， 新一佳董事长李彬兰
作为奥运火炬手参加了奥运圣火长
沙站的传递。“李彬兰对湖南充满感
情 ，非常看重湖南市场 。她说 ，除了
广东外， 湖南是新一佳最赚钱的区
域市场。 新一佳的网点将加快在湖
南三级城市布局， 并将加大湖南商
品的采购量。”省经协办副主任祝拥
军介绍。

和新一佳一样， 大批深圳企业

积极抢滩湖南市场。“以物业公司为
例 ，深业物业 、中航物业 、兆佳业物
业、 华佳宏物业……深圳的物业公
司管理服务了几乎半个长沙城。”深
圳湖南商会负责人自豪地介绍。

祝拥军告诉记者， 很多来湖南
投资的深圳企业， 已经把湖南当成
了第二故乡。“捐资助学、赈灾、扶贫
济困， 深资企业积极参与社会慈善
活动。”他介绍，近年来，湖南省深圳
商会仅商会出面统筹参与的公益事
业捐资就达3000万元以上。

为 你 帮 工
受伤，要赔

我要
赔吗？

漫画/吴希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2年 2月 10日

第 2012034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264 1000 264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832 160 133120

4 56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18948
0 4118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418
978

12033

8
20
263

1773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7050
133541

411
3022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2年2月10日 第2012015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2 2807 08 18 24 25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