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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刘繁荣 实习生 杨燕飞

【调解结果】
8月5日，新邵县人民法院调解

一起义务帮工致人伤残赔偿案，由
雇主李应虎赔偿原告李传松各种
损失68000元，由帮工孙双梁赔偿
原告李传松各种损失34000元。

【案情回放】
2012年12月4日，新邵人李应

虎因修建房屋，请雇工李传松等拉
“六码丝”钢筋。当天中午，李应虎
又叫来好友孙双梁义务帮忙，由孙
双梁驾车拉钢筋，李传松负责分钢
筋和指挥货车拉钢筋。 拉了一会
后，李传松和其中一雇工交换了工
作， 背着钢筋朝车子方向走去。走

了一段后发现钢筋没拉直，李传松
就指挥孙双梁开车将钢筋再拉一
把。 在利用汽车拉直钢筋的过程
中，由于车子突然发动，钢筋瞬间
被强力拉起， 将李传松弹倒在地。
李传松受伤住院 ， 花费医疗费
66793元，后经司法鉴定为六级伤
残，构成重伤。

事后， 雇主李应虎支付了3万
元医疗费，各方多次协商未果。

今年5月27日， 李传松将雇主
李应虎及帮工孙双梁一起告上法
庭 ， 要 求 赔 偿 医 药 费 等 共 计
201535元。

【法官说法】
负责该案调解的法官唐成华

介绍，《侵权责任法》 第35条规定，
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
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
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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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
人损害的， 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

雇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人损害
的，应与雇主承担连带责任。第13
条规定，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
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
的， 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
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
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本案中，李传松与李应虎之间
是雇佣关系，因李传松在拉钢筋过
程中自己指挥车拉钢筋存在重大
过失，造成自己受伤，因此在雇主
李应虎承担部分责任后，李传松自
己也要承担相应责任。孙双梁与李
应虎之间形成的是无偿帮工关系，
因孙双梁在改变货车用途以及突
然发动车辆方面存在重大过失，造
成李传松受伤，因此也必须与被帮
工李应虎一起承担赔偿责任。

【温馨提示】
即使好心帮忙也一定要注意

安全问题， 以免出现好心办砸事、
自己受牵连的后果。

本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冷婷

“退票费太高了，等于变相涨价。”
“这是好事，越晚退票收费越高，黄

牛党别想囤票了。”
“原来收5%，现在最高要收20%，这

是霸王条款。”
……
自中国铁路总公司8月26日在12306

网站上公布火车票退票和改签新办法
后，网上对此的热论就未停歇。

根据新规，9月1日起，全国铁路实施
梯次退票方案，即，在开车前48小时以上
退票，收取票价5%的退票费；在开车前24
小时至48小时以内退票， 收取票价10%
的退票费；在开车前24小时以内退票，收
取票价20%的退票费。

此前，铁路部门曾于2011年9月25日
对退票费作出过调整，由当时的20%降至
5%。时隔不到两年，退票费的此次调整引
发了社会更广泛关注。 支持和质疑声一
同席卷而来：“梯次退票”究竟是否合理？

最高20%的退票费是否定
价过高

“20%的退票费太高了。”8月31日，
长沙火车站内一位准备退票的刘先生向
记者抱怨， 自己准备退掉一张9月1日长
沙-桂林的T189次硬卧车票。“票价是
142元， 今天退只要收取5%的退票费7
元，如果明天再退就要收28元。”

铁路部门对此解释， 实施梯次退票
方案，主要在于引导旅客提前退票，加快

车票周转，让二次购票时间更加充裕，方
便其他旅客出行。

铁路部门介绍，今年1月1日至7月15
日期间， 全国铁路日均退票量同比增加
77.6%。其中，超过七成的退票主要集中
在开车前24小时以内。产生这种现象，主
要是乘客同时预订了不同时间和车次、
席别的车票， 等到临走才退掉多订的车
票。这样增加了这类车票发售的难度，造
成了铁路运力资源的浪费。20%退票费的
定价，可打击票贩子的倒票行为，减少列
车空驶，维护正常购票秩序。

中南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授李
夏苗认为，此次调整“具有合理性”，并非

“变相涨价”。李夏苗介绍，一直以来，铁
路客运都以低成本运营， 火车票的定价
也带有强烈的行政指令性色彩。 此次调
整是国家成立铁路总公司后的首次收费
调整，旨在运用经济手段，引导乘客提前
退票和规范市场行为， 并考虑到了经济
效益，总体来看是合理的。

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周
晓晓， 对此却持有异议。“乘客在支付价
款并获得车票的同时， 与铁路之间形成
了一种买卖合同关系。”周晓晓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 退票费属于双方约定的违约
金，定价需要双方都同意。20%的收费明
显过高，没有征得广大乘客的同意。

退票费调整前是否应先
举行听证

新规让部分乘客感到不满的另一原
因是：这份“调整方案”来得很突然。有网
友留言表示，“9月1日实行新规，8月26日
才告知， 而且事先没有征求广泛意见，

‘铁老大’身份还是没变啊。”
尽管铁路部门至今尚未对此做出回

应，业内人士已展开讨论：退票费调整前

是否应举行听证？
“这不应是铁路部门单方说了算，需

经过价格听证。”周晓晓向记者解释，按照
《合同法》，当旅客因为自身原因不能按时
乘坐火车时属于单方中止合同，需要承担
一定的违约责任，因此，车站收取一定退
票费，属于旅客所应支付的违约金。当退
票收费方式由5%变为5%至20%的梯次收
费后， 双方约定的违约金已发生了变化，
因此，违约责任（退票费）也需在双方都同
意的前提下再制定。

“另外，铁路晚点也应梯次赔偿，”周
晓晓认为，合同义务由双方共同承担，梯
次退票再次强调了乘客的契约义务；而
铁路部门的契约义务， 也应通过晚点梯
次赔偿的方式予以体现， 并视晚点程度
给予乘客相应补偿。

湖南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蒋海松也认
为，铁路部门在调整收费前应举行听证。

“退票造成的损失到底有多大，应该
有个核算成本， 而乘客对此应享有知情
权。”蒋海松说。

蒋海松解释，根据《政府制定价格听
证办法》 第三条，“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
益的公用事业价格、 公益性服务价格和
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
价、政府定价，应当实行定价听证”。“因
此，铁路部门应就退票费调整进行听证，
这样既能保证程序的公平合法， 也能让
消费者做到心中有数。”

“先改签再退票”省钱攻
略是否可行

自新规出炉后， 一份“先改签再退
票”的“省钱攻略”在网上流传开来。

根据该“攻略”，在开车前，将车票先
改签至48小时后的车次，再进行退票，就
只需收取5%的退票费。

攻略是否可行？9月1日上午，长沙火
车南站就有乘客对此亲自验证了一番。
长沙市民石女士准备退掉一张9月1日长
沙-上海的G578次二等座高铁票， 票价
为468.5元。按照新规，需交94元退票费。

根据“攻略”，她在开车前先将车票
免费改签为两天以后发车的车次， 再拿
着改签后的新车票去退票， 则只需支付
5%的手续费，即23元。“省了71元，果然是
一个规避高额退票费的好方法。”

对此， 铁路方面已做出回应：“方法
可行，但不鼓励。”

铁路部门表示， 此方法理论上可
行， 但火车票从售卖、 改签、 退票等环
节， 需经过系统的多次录入， 整个过程
需耗费一定时限。 因此， 先改签再退票
的做法， 并不鼓励。 此外， 在春运、 暑
运等铁路高峰时段， 票源十分紧张， 几
乎难以改签到车票， 此方法在这些时段
也难以见效。

“如何退票是乘客选择的自由，维护
自身权益无可厚非。”在中南大学交通运
输工程学院教授李夏苗看来， 铁路部门
对乘客运用合法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行
为应该默许。

李夏苗认为， “梯次退票” 出台的
根本原因是车票资源不能有效分配造成
了铁路运力紧张， 突出表现为倒票等不
法行为造成的“一票难求” 现象。 因
此， 铁路部门在改善退票方案的同时，
也应着力解决运力， 提高服务水平， 让
乘客真正从心底接受新规， 促进双方共
同维护铁路运营正常秩序。

本报9月1日讯 （通讯员
马金铭 记者 周小雷） 记者
从近日在国防科大举行的第
三届全国脉冲功率会议上了
解到，未来最具竞争力能源、
应对气候变化最有效的途径
是Z-箍缩驱动混合堆能源系
统。

由中国核学会脉冲功率
技术及其应用分会主办，国
防科大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承办的全国脉冲功率会议，
汇集了来自中国工程物理研
究院、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等
40多个单位的300多名专家
学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先
觉在报告中指出，Z-箍缩驱
动混合堆能源系统具有安
全、清洁、持久、经济、规模化
和好的环境友好性的典型特
征， 是最具竞争力的未来能
源， 也是应对气候变化最有

效的途径。
据了解，Z-箍缩就是等

离子体在轴向（Z方向）强大
电流产生的洛仑兹力作用
下， 在径向形成的自箍缩效
应。 由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研究团队提出的新型的聚
变—裂变混合堆， 能够在以
天然铀为初始燃料的情况
下， 把聚变能量放大10倍到
20倍； 可以实现持续烧铀
-238和钍-232，把资源利用
率提高到80%以上；可用“简
便方法”进行核燃料的循环，
并能嬗变掉堆反应过程中产
生的长寿命放射性核素，因
而具有良好的经济性和环境
友好性。

据悉，2012年，中国工程
物理研究院已经启动了Z-箍
缩聚变—裂变混合堆总体概
念设计研究项目。

▲8月10日，英籍华人罗泽文
和丈夫菲利普来到隆回县，为“海
臣” 希望小学装配图书管理软件。
2008年来， 他们先后为隆回教育
事业捐赠200余万元。罗泽文生于
隆回， 留学英国后在英国成家立
业。 她在英国一家仪表集团工作，
深受总裁英·海臣赏识。英·海臣去
世时， 把自己全部家产捐给基金
会，并让罗泽文继续自己的慈善事
业。罗泽文2008年回隆回探亲时，

捐资创办了隆回“海臣”教育基金
会，先后在西洋江镇、横板桥镇兴
建希望学校，使600余名贫困学生
顺利完成学业。 罗理力

▲8月21日， 因不满被酒吧老
板开除且不退还押金，怀化市鹤城
区吴某等4名90后女孩，不是通过
正当途径维权，而是采取偷盗的办
法报复老板。 凌晨3时，4人潜入酒
吧内， 将监控设施的线路剪断，偷
了3台液晶显示屏和一打啤酒之后
愤愤离开，连夜在附近河岸边喝酒
庆祝。第二天上午6时许，酒吧老板
发现店内被盗，立即向湖天派出所
报案。 民警通过侦查后， 将4人抓

获。 罗运山 唐薇丹
▲8月22日， 宁远县公安局接

到李某的电话求助，称近段时间发
现儿子何某有吸毒行为。 李某说，
儿子何某本来拥有一个幸福的家
庭，自从染上毒瘾后，不务正业，最
近更明目张胆地将吸毒工具拿回家
中吸食，对父母和妻儿拳脚相加，其
妻子忍受不了与何某离了婚。李某
希望警方能帮儿子彻底戒毒。值班
民警赶到李某家，将何某传唤至禁
毒大队进行调查。经检测，何某的
尿液呈阳性。目前，何某已被行政
拘留。 骆力军 欧霞 冯宁

专栏编辑 田燕

株洲县检察院支持旧案诉讼
一当事人15年后获赔36万元

本报9月1日讯（通讯员 文敏 记者 周怀立）“感谢检察
院， 没有你们支持起诉， 我们不可能这么快获得赔偿。”近
日， 家住株洲县王十万乡赤石村的老人康传芳来到株洲县
检察院，一边向检察长陈毅清递感谢信，一边动情地说。

在这封感谢信的背后， 是老人15年坎坷维权路。
1998年6月26日， 康传芳的弟弟康某与本村电工文某在
乡农电站安排下，抢修一处被风刮断的农用电电线。抢修
接近尾声时，配电间门锁被人撬开，将电闸合上，致使康、
文二人触电身亡， 两名死者各留下年幼的孩子和老人无
人照顾。当时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但4年后也没有破案。
康传芳多方奔走，却因久未破案而错过了诉讼时效，一直
没能解决赔偿问题。

在律师指点下， 康传芳找了县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
科寻求法律咨询和帮助。科长刘淑瑛了解案情后，支持两
死者家属共7人向株洲县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县电力局、
乡政府赔偿各项损失共40余万元。 案件经过一审判决、
二审调解后，死者家属最终获得36万元赔偿。这起拖了15
年之久的赔偿纠纷，终于画上了句号。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经济 视野

从9月1日起，全国火车票实施“梯次退票”方案：根据退票距火车开行时间的远近，分别收取
5%至20%的退票费。新规8月26日出台后，引发了各界热议，特别是对新规中“24小时内退票收取
20%退票费”存在较大争议———

铁路“梯次退票”是否合理
Z-箍缩驱动混合堆

成未来最具竞争力能源

本报9月1日讯 （通讯员
张立坚 记者 柳德新）自8月
以来， 农行长沙雨花支行成
功堵截两起不法分子利用伪
造凭证式国债来银行骗贷的
事件，避免了经济损失。

8月13日，一人拿了一张
户名为刘某某、 金额4800万
元的凭证式国债， 走进农行
长沙雨花支行要求办理质押
贷款业务。因为金额较大，该
行负责人当时要客户提供该
国债凭证的扫描件， 随后交
与当班主管及柜员进行辨
别， 发现该国债凭证疑点很
多： 一是凭证上的账号与农
行国债账号编码规则不相
符， 二是该凭证应该加盖的
印章不对， 三是该凭证右列
印有第二联缴款人收执，而
真实国债凭证没有“第二联”
字样。

农行雨花支行工作人员
通过内部系统专业渠道向开
户行查询，得知对方根本没有
签发过这样的国债，于是认定
这是伪造的凭证式国债。

同样在8月29日，农行雨
花支行又收到户名为贺某
某、 金额4800万元的国债凭
证原件及身份证原件来申请
质押贷款。经比较，除发现该
凭证购买日期不符外， 其余
内容的疑点与前述完全一
致， 且该客户声称广东星荣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该公司
股东。 经上网查询该客户提
供的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
件，公司主体不存在，可确定
户名为贺某某的凭证式国债
系伪造。

农行雨花支行已就这两
起假国债诈骗事件向公安机
关报案。

农行堵截两起假国债诈骗事件

邮箱 qgb4329322@sina.com

三湘 拾零

无偿帮工致人伤残要担责
以案 �说法

9月1日， 道县在周敦颐文化
广场开展纪念 《法律援助条例 》
颁布十周年宣传活动 。 道县人民
法院、 司法局等13个单位向群众
发放法制宣传图册约8000份， 现
场接受法律咨询近100人。

何红福 摄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3年 9月 1日

第 20132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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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1000 500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636 160 101760

8 47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3年9月1日 第2013102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1276240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2
二等奖 14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847743
3 23422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49
70464

1348291
8165680

48
2025
42332
269546

3000
200
10
5

05 06 08 160402 03

本报9月1日讯（记者 王
曦 通讯员 邓科） 记者今天
从长沙市公安局了解到，近
日， 长沙警方经过数月缜密
侦查， 成功摧毁一个开设赌
场、 暴力讨债的恶势力犯罪
团伙。

今年3月， 长沙市公安局
刑侦支队二大队民警在进行
日常信息研判时，发现一条市
民曾某被人非法限制人身自
由并被殴打的报警信息，据此
展开调查，初步确定警情背后
隐藏着一个开设赌场、暴力讨
债的恶势力犯罪团伙。 随即，
经过数月侦查，一个以丁学农
（男，38岁，益阳南县人）为首
的恶势力团伙浮出水面，抓捕
时机趋于成熟。

8月19日晚，刑侦支队二
大队在宁乡县公安局等相关
部门协助下，周密部署，果断

出击， 在长沙市区多地及宁
乡县开展收网行动， 成功将
犯罪嫌疑人丁学农、熊永阳、
戴洪灿等7人抓获，缴获作案
车辆1台。

经审查， 犯罪嫌疑人丁
学农自2012年11月以来多次
在长沙市青竹湖附近开设地
下赌场， 召集人员用“扳坨
子”的方式进行聚众赌博。同
时， 该团伙还在赌场内放高
利贷， 并配备专门车辆和喷
雾剂、手铐、电棒等工具，对
欠债人员暴力讨要赌债，动
辄进行殴打、实施非法拘禁。
经查，自开设地下赌场以来，
该团伙共实施故意伤害、非
法拘禁等犯罪达10余起，非
法获利30余万元。

目前，该案7名犯罪嫌疑
人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
件在进一步审查深挖中。

开设赌场 暴力讨债
长沙摧毁一恶势力犯罪团伙

本报 9月 1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王建
军） 近日， 邵阳市部分小微
企业的负责人聚集一起， 见
证他们的合作平台———邵阳
市小微企业商会宣告成立。
据悉， 这是我省首家小微企
业商会。

邵阳市小微企业众多，

存在着多而散、 广而弱、 同
行竞争激烈等不利因素和融
资难、 维权难、 做大难等困
难。 在邵阳市工商联、 市民
政局等的支持下， 邵阳市一
些小微企业的企业主们自发
自愿走到一起， 成立了邵阳
市小微企业商会。 首批会员
单位88家。

我省首家小微企业商会成立

英籍华人热心捐资助学 女孩报复老板半夜行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