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据新华社武汉9月26日电 26日进行的2017WTA武汉网球
公开赛女单次轮比赛中，中国“金花”王蔷直落两盘轻取罗马尼亚
选手科斯蒂亚，晋级16强的同时也创造了中国女单选手在武网赛
场上的最佳战绩。同时进行的另一场比赛中，张帅经过三盘苦战以
4比6、6比3和4比6不敌前世界排名第一普利斯科娃，无缘下一轮。

首轮比赛中， 刚刚在全运会上夺冠的王蔷爆冷淘汰了新
科美网冠军斯蒂芬斯。 她在次轮的对手是在首轮击败了另一
位中国球员王雅繁的科斯蒂亚。 两人曾在今年的罗马网球公
开赛上有过一次交手，当时王蔷以6比4、6比2获胜。

本场比赛，王蔷延续了前一日比赛中的良好手感，首盘中，
她上来就完成3次破发，很快就取得局分5比3的领先。随后的
第9局，她再度破发成功，从而以6比3先下一城。第二盘王蔷的
状态依然火热，尽管被对手破掉了两个发球局，但是她再次完
成了3次破发，前7局结束后，她取得5比2的领先。尽管对手在
第8局保发成功，但来到自己发球胜赛局的王蔷没有让机会溜
走，顺利保发成功拿下本场比赛。赛后的采访中，王蔷坦言自己
今天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 但是第一场战胜新科美网冠军
给自己带来的信心帮助自己拿下了比赛。

16强战中，王蔷的对手将是前世界排名第一的赛会3号种
子普利斯科娃。 普利斯科娃在第二轮比赛中经过三盘苦战淘
汰了了另一位中国“金花”张帅。

新周期新征程

第十三届全运会8月27日至9月8
日在天津举行。 我省有266名运动员进
入竞技体育项目决赛，收获14金11银9
铜，参赛人数和金牌数全面超上届全运
会，圆满完成本届全运会13至15枚金牌
的目标任务，创我省参加近五届全运会
赛会最好成绩。群众体育项目，我省有
210人进入决赛， 获得2金9银10铜。我
省以16枚金牌，继续保持全运会第二集
团和中西部地区的领先地位。

会上，黄瑰芬、向赤蓉等16名同志
被授予湖南省先进工作者称号， 侯志
慧、廖秋云等12名同志记一等功。

李舜表示，“今天的总结表彰大会
结束了，预示着我们将展开下一个全运
周期的备战。新的周期，我们主要做两
个工作， 一是全力备战第十四届全运
会， 二是根据我省目前整体发展情况，
争取申办第十五届全运会。我们将以备
战第十四届全运会和争取申办第十五
届全运会为抓手，在未来几年推动我省
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以及体育产业迈上
一个新的台阶。”

据悉，2021年第十四届全运会将
在西安举行，第十五届全运会的举办时
间是2025年。

新“压力”新动力

“我感觉又回到了领奖台，特别骄
傲！” 全运会自由式摔跤女子75公斤级
冠军周倩说。 在今天的表彰大会上，她
被记一等功。

全运会后，周倩回了老家看望父母
和家人，拜访当年培养她的岳阳市体校
老师……刚归队的她精神饱满，今天还

认真“打扮”一番，头上别了个喜庆的红
色发夹，拿着手机左拍拍右照照，会场
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新鲜，“第一次参加
这样的表彰大会，我等会要发朋友圈纪
念一下！”

一个多小时的表彰会很快结束，走
出会场的周倩却“变了脸”。“快乐是短
暂的， 听了这么多领导给我们的鼓励，
又有了新的‘压力’，要赶快回去恢复状
态，撸起袖子加油干！”与记者分别后，
周倩挽着全运会自由式摔跤女子53公
斤银牌得主庞倩玉， 准备返回训练馆。
10月中旬，她们将回到国家队集训。

与年轻队员难掩激动不同，“久经
沙场”的教练多了一份“淡定”。弟子熊
瑶在柔道女子48公斤级比赛为我省摘
得本届全运会竞技项目首金后，熊建宏
只给她放了9天假。结束表彰大会后，她
便马上前往张家界“选苗子”。“熊瑶夺
金的兴奋早已过去，一切从头再来。”熊
建宏告诉记者，结束比赛后全队经历了
一段时间的恢复训练，随着熊瑶、朱雅、
刘丽萍入选国家队，为保证人才梯队搭
得更稳，接下来将深入各地选拔更多的
苗子。“新的全运周期已经开启，未来还
要更努力。”熊建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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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导致人身损害案件， 受害人
一般是向交通事故发生地的法院起诉。但
是，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因侵权行为提
起的诉讼， 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人
民法院管辖。所以，交通事故案件的管辖法
院包括了交通事故发生地法院和被告住所
地法院。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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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规定， 赔偿费用中有不少项目是按照受诉
法院所在地的经济收入标准来计算， 如残
疾赔偿金、 被扶养人生活费、 死亡赔偿金
等。 选择不同地方法院管辖带来地域的差
别，将直接导致赔偿标准的差别。

以城镇户口居民的死亡赔偿金为例，
以2017年度几个城市的赔偿标准作参考：
上海是1153840元， 北京是1145500元，
深圳是973900元，广州为753686元，长沙
适用湖南省统一标准：625680元。 也就是
说， 如果一名城镇户口居民在长沙发生交
通事故死亡，对方负全责，死者家属在长沙
起诉能获得的赔偿中，死亡赔偿金只有60
余万元， 若肇事司机是上海户口或投保的
是上海的保险公司， 原告可选择在上海起
诉， 仅死亡赔偿金数额就将近是长沙的2
倍。

简言之， 如果交通事故发生地的赔偿
标准高，就选择交通事故发生地法院管辖，
反之，司机、车主或者投保的保险公司所在
地的赔偿标准高， 则选择被告住所地法院
管辖。

此外，根据上述《解释》，如果受害者的
户口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的赔偿标准比受
诉法院所在地更高，可按更高的标准计算。
如， 北京人A在长沙被一名深圳人撞伤，A
认为深圳的赔偿标准高于长沙的标准，可
选择在深圳起诉， 但北京的赔偿标准又比
深圳高， 这时就应该将北京的赔偿标准提
交给深圳的法院， 要求法院按照北京标准
计算赔偿数额。

因此，市民在遭遇交通事故时，需要慎
重选择起诉的法院和赔偿标准， 这样才能
更好地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问： 前不久我在高速上被一辆大货
车追尾，受伤严重。货车司机是个河南小
伙子，他说自己是帮别人跑运输，根本没
钱赔。我只能自己出了医疗费先治疗。后
来联系他，电话都是空号了。我现在医疗
费都花了十几万元，还有其他费用，我该
找谁去赔偿？

法律专家回复： 交通事故案件起诉
的赔偿主体不仅仅只有司机， 还可以起
诉车主和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 车主和
司机如果是雇佣关系， 可以要求车主来
承担赔偿责任， 再看车辆投保了哪些保
险，交强险赔偿外，三责险限额多少，是
否足够赔偿， 不足部分可以要求车主赔
偿的。

法制周报记者 庹妮妮

年近7旬的老人郭某在长沙横穿马路时，
被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一辆小型客车撞
伤。郭某住院治疗一月有余，花费了6万余元，
出院后被评估为八级伤残。

出院后，郭某找到广东国晖（长沙）律师
事务所的律师， 准备在长沙起诉湖南顺丰速
运有限公司索赔。律师接案后，经过调查，发
现对方车辆投保的是深圳的保险公司。 为了
更好地保障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律师
决定将郭某的案卷移送至深圳总所办理。在
总所律师的帮助下，郭某将顺丰公司、中国太
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一并
告上法庭。经过一审、二审，近日，该起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有了结果， 保险公司被
判向郭某赔付近20万元。

【案件】老人横穿马路被撞入院

郭某是湖南邵阳人， 他的代理律师叶健
康向记者介绍，2014年12月15日上午，案外人
邓某驾驶一辆湘A牌照的小型客车在湖南图
书馆对面，与横穿道路的当事人发生了碰撞。
据交警部门的认定， 邓某对此事故负主要责
任，郭某承担次要责任。

“邓某驾驶车辆的所有人是湖南顺丰速
运有限公司， 已在上述保险公司处投了保。”
叶健康说，郭某住院治疗了32天出院，共花费
6万余元。出院后，他又在某诊所门诊继续治
疗，又花费了近5000元，被告仅支付了医疗费
4.7万元。无奈，郭某决定将顺丰公司、保险公
司一并告至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经鉴定中心评估，郭某的伤情构成八级伤
残。郭某在法庭上称，他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损
失共计人民币20余万元，顺丰公司作为车辆所
有人，依法应当赔偿其损失，保险公司作为车辆
承保人，依法应当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据此，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赔偿其医药费、精神
损失抚慰金等共计200403.1元。

【一审】保险公司被判赔近20万

“我们已在保险公司处投保，且事故发生
在保险期限内， 相关责任由保险公司承担。”
法庭上，对于郭某的诉求，顺丰公司辩称。

保险公司则认为， 应按照事故发生地或
郭某的经常居住地的标准计算赔偿金额。

“即使是深圳本地发生的交通事故人身

损害赔偿， 也应按经常居住地及户籍所在地
来判断最后的赔偿标准。”保险公司代理人辩
称，如果按照受诉地法院标准计算，势必会导
致更多案件集中到深圳来起诉。 且本案中的
受诉地法院仅仅是依据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
原则，与郭某的实际损失没有直接关联性。

法院认为， 交通事故责任者应当按照所
负交通事故的责任， 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
任。邓某所驾驶的车辆所有人是顺丰公司，车
辆已在被告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
第三者责任险， 保险公司应在保险赔偿限额
内直接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被告认为本院不能仅因为被告在本院
辖区，就使用深圳赔偿标准的抗辩，于法无据，
本院不予采纳。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决被告保
险公司向原告郭某赔付198563.12元、支付鉴定
费1300元，并驳回了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应在何地诉讼成争议焦点

一审判决后，保险公司不服，向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请求依法改判护理费
和残疾赔偿金为2329元和111594元。

“郭某故意规避正确的法院的管辖，从而
得到更高标准的赔偿，应予纠正。”保险公司

在二审中提出。按照我国法律，郭某有权选择
侵权行为地和被告所在地进行诉讼。但是，法
律给予原告选择管辖的权利的出发点是减少
各方（包含当事人和法院）的诉讼成本，在本
案中， 侵权行为人即湖南顺丰经常营业地为
湖南长沙，按照常理，长沙都是合情合理的管
辖地选择。“郭某却千里迢迢来到深圳起诉，
最本质的原因就是法律要求计算交通事故人
伤赔偿的标准应为受理法院所在地标准，而
深圳的赔偿标准将近长沙的1.6倍。”在保险公
司看来，原告的行为不仅浪费了诉讼资源，更
重要的是通过不诚信的行为得到了更高的补
偿，违背民事法律诚信的基本原则。

此外，保险公司还认为，从《侵权法》来
年， 交通事故中的保险理赔应秉承“补偿原
则”，被侵权人不能因为交通事故获得高于损
失的赔偿。 本案中原告的护理费和残疾赔偿
金应以湖南“2015年度湖南省交通事故等人
身损害赔偿标准”计算。

对此，郭某答辩称，保险公司没有在一审
法定期间内提出管辖权异议， 一审法院受理
本案符合规定； 一审判决支持郭某的护理费
和残疾赔偿金按照受诉地法院标准计算符合
法律规定。

最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判。

老人长沙被撞深圳起诉获赔20万元
获赔金额将近长沙标准的1.6倍 律师：遇到交通事故慎重选择起诉法院 主编 刘正勇 副主编 万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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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肇事司机
联系不上找谁赔

问 ：我是邵阳隆回县的农村户籍 ，
2013年就来了长沙，一直在建筑工地做
装模工 ，孩子要在长沙上学 ，近几年都
租房居住 。上个月我被一辆小车撞伤 ，
造成踝关节粉碎性骨折 ， 车主和保险
公司说因为我是农村户口 ， 所以只能
按照农村标准计算赔 偿 金 额 是 这 样
吗？

法律专家回复： 伤者的户口性质是
确定残疾赔偿金的重要依据， 但并不是
唯一依据， 你如果能准备充分的证据证
明，你在城镇居住1年以上且在城镇有固
定收入， 是可以按照城镇户口的赔偿标
准来计算残疾赔偿金、 被抚养人生活费
的。

长期住在城镇可否
按城镇标准赔偿

■律师说法

交通事故案
需慎重选择起诉法院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7113 4 7 4 2 9 1 6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1� 1000000.00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262 3 9 1
排列 5 17262 3 9 1 7 8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4629275

湖南体育开启新周期� � � � 9月26日，我省
参加第十三届全运
会总结表彰大会在
长沙举行。 省体育
局局长李舜表示 ，
走下领奖台， 一切
从头来———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周倜

� � �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 （记者 徐典
波 王亮） 今天， 2017“中国杯” 国
际定向越野巡回赛岳阳南湖站举行了
媒体体验赛。 该站赛事将于10月14
日至15日在岳阳南湖景区举行。

“中国杯” 国际定向越野巡回赛
是今年全新创办的集体育、 智育、 文
化、 旅游于一体的高端赛事， 将打造

为中国顶级的国家级户外运动赛事。
本次赛事前两站分别在江苏南

京、 辽宁鞍山举行， 岳阳南湖站是第
3站， 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运动管理
中心、 中国定向运动协会、 湖南省体
育局、 岳阳市人民政府主办。 岳阳南
湖站打造了数条独具风格的定向赛
道， 沿途有一龙赶九龟地貌景观、 紫

荆堤、 圣安寺、 九眼桥、 麋子国遗址
等历史古迹、 人文景观， 届时中外参
赛选手可以近距离感受岳阳南湖的独
特魅力。

据组委会介绍， 岳阳南湖站的参
赛人数将超万人， 比赛分为专业组与
大众组。

定向运动起源于全球定向运动标
杆“瑞典五日赛”， 是一项集智力、
体力、 协作能力为一体的新型运动项
目， 深受年轻群体的喜爱。 一个指北
针， 一张地图， 找到规定的站点， 在
最少时间内完成任务者获胜。

国际定向越野赛将在岳阳举行
参赛人数有望超万人

王蔷创中国选手
武网女单最佳战绩

横扫对手首进16强

� � � � 9月26日，王蔷在比赛中回球。 新华社发

� � � �图为9月26日，我省参加第十三届全运会总结表彰大会现场。 陈放 摄

� � � � 据新华社吉隆坡9月26日电 亚足
联26日宣布， 决定就上海上港队主教
练在亚冠八强赛第二回合赛后新闻发
布会的言论对他处以罚款。

亚足联在声明中表示， 对于9月12日
亚冠广州恒大对上海上港队比赛，博阿斯
对裁判发表冒犯性言论以及在赛后新闻
发布会上的评论，亚足联纪律和道德委员
会认为博阿斯违法了亚足联纪律与道德
准则“让比赛蒙羞”的相关规定，决定对他
处以1.4万美元的罚款。

亚足联处罚上港队主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