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 （记者 王亮）记
者今天从长沙市体育局了解到，2019湘
江马拉松赛报名正式启动，首站长沙站将
于4月21日举行， 赛事的获奖选手将获得
参加2019长沙国际马拉松赛的资格。

2019湘江马拉松赛以“敢为人先·与
湘江奔跑”为主题，长沙站限额5000人，
株洲、湘潭、衡阳站各限额3000人。长沙

站将于4月21日起跑， 株洲站定于5月4
日，湘潭站定于5月11日，衡阳站定于5月
25日。 比赛设10公里城市赛和42.195公
里城市积分赛，城市赛（合计两站以上、4
站以下）男女组别前8名可直通长沙国际
马拉松赛，城市积分赛（合计4站）男女组
别前15名可直通长沙国际马拉松赛。赛
事报名工作于3月17日12时正式开启，跑

友可登录湘江马拉松官方网站或关注公
众号“湘江城市体育”报名。

今年，湘江马拉松赛将继续向长沙
市体育发展基金会发起的“梦想操场”
公益项目进行报名募捐，赛事组委会将
面向跑友和爱心企业开放500个公益名
额，所筹集款项将作为“梦想操场”公益
项目及相关公益活动种子基金。

2019湘江马拉松赛4月起跑 获奖选手直通长沙国际马拉松赛

� � � �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 （记者 王亮）
2019赛季中乙联赛16日揭幕，湖南湘涛
队在益阳主场以2比4不敌四川优必选
队，首轮遗憾失利。

四川优必选队是中乙新军，不过球
队实力不俗。3月9日的足协杯首轮比赛
中，湘涛队1比0小胜山西信都队，四川
优必选队则以5比0大胜盐城大丰队。

本场比赛，四川优必选队进入状态
更快，并在第29分钟时取得进球。随后
湘涛队进行换人， 由刘青攻入扳平的1
球。下半场，湘涛队后防失误频频，四川
优必选队在第56分钟、第71分钟以及第
86分钟各入1球。 袁露在第76分钟为湘
涛队打入安慰性的1球。

赛后，湘涛队主帅唐京表示：“从整

场比赛来看，球队踢得还不错。失利的
主要原因是球队集中时间比较晚，在一
起磨合不够，比如门将和后卫之间默契
不够。 接下来会针对这场比赛做总结，
争取下一场比赛有所改观。”

3月23日中乙联赛第二轮， 湘涛队
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另一支来自四川
的球队成都兴城队。

2019赛季中乙联赛揭幕 湘涛首轮2比4告负
� � � �李想是理想的谐音，李想是2019年阿布
扎比特奥会中国体操队的15岁男生， 李想是
“唐宝宝”（唐氏综合征的孩子）。但在家人的呵
护下， 李想进入上海市浦东新区辅读学校学
习，并参加体操训练。在2015年洛杉矶夏季特
奥会上，李想拿下了一枚体操金牌。再度为国
出征， 李想收获了一份惊喜———在本届阿布
扎比特奥会开幕式代表团入场仪式上， 全程
陪同他走完的，正是幼时的偶像李小鹏。李想
参加了鞍马、单杠等项目，拿到2金4银1铜。

图为3月15日，李想（右）与李小鹏在场
馆交流。 新华社发

特奥会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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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式消费需谨慎
何为“霸王条款”？云南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消费环境建设指导处主任科员赵
月秀介绍，“霸王条款” 是指经营者单方
面制定的不公平合同格式条款以及通知、
声明、店堂告示等，旨在排除消费者主要
权利，加重消费者责任，免除经营者责任。

赵月秀说， 经营者往往利用双方信
息不对称、供求关系不平衡，将不平等的
格式条款强加给消费者。“消费者多以个
人形式面对商家，或存在弱势心理，或缺
乏相关合同法律知识， 在合法权益受侵
害时往往自认倒霉。”

“预付式消费中常见‘霸王条款’，比
如‘本店拥有最终解释权’。” 赵月秀解
释， 经营者与消费者采用格式条款订立
合同的， 双方都有解释合同格式条款的
权利。“消费者同样享有解释格式条款的
权利，否则就是不公平格式条款。”

另一种常见的预付式消费“霸王条
款”是“一经售出，概不退卡”。赵月秀指
出， 经营者与消费者采用格式条款订立
合同的， 双方都有权依法变更或者解除
合同， 经营者无权排除消费者依法变更
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利。

购房买车要当心
“买房面积发生误差时， 不予退房

……”对此，赵月秀表示，根据相关规定，面
积误差比绝对值超出3%， 买受人请求解除
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的，应予支持，
消费者拥有解除合同和请求赔偿的权利。

消费者买房时还会遇到“售房图纸、
宣传资料、广告等仅供参考，不得视为合
同内容”条款。对此，赵月秀解释，有关规
定明确， 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
为要约邀请， 其所做说明和允诺对确定
价格、签订合同有重大影响，即使未载入
商品房买卖合同，也应当视为合同内容，
否则销售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在购买汽车时，此类“霸王条款”颇为
常见： 买方在接到卖方提车通知后七日内
须与卖方办理交接手续，逾期不办，其预付

款作为违约金没收， 并且卖方有权将该车
另行出售。卖方逾期交付车辆的，买方有权
解除合同，卖方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没
收预付款’ 混淆了预付款与定金两个法律
概念。”赵月秀指出，当事人不履行合同而
致合同解除或出现违约事由时， 应当返还
预付款， 各方的违约责任通过合同约定的
其他条款来定。“卖方逾期交车同样应承担
相应的违约责任。”

跟团旅行多留意
近年来，不少人选择跟团旅行。一些

旅行社常设有“因交通延误等不可抗力
原因所致的额外费用，旅行社不予承担”
条款。赵月秀特别指出，交通延误、飞机
故障、 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不属于不
可抗力。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可
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责
任，不属于不可抗力范畴的情况，旅行社
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合同一经签订且付全款，团队机票、
列车票、船票即为出票，不得更改、签转、退
票。”针对此类条款，赵月秀说，消费者享有
在旅游行程结束前解除合同的权利， 旅行

社若尚未购票应不再购买， 已购票的应在
扣除必要费用后将余款退还给消费者。

还有一类旅行类“霸王条款”是“中
途临时性退团团费一律不退”。赵月秀表
示，该条款加重了旅游者责任，侵犯了消
费者合法权益。根据有关规定，旅游行程
结束前解除合同的， 旅行社应当在扣除
必要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给旅游者。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
者协会提醒广大消费者，若合法权益遭受
上述各类“霸王条款”侵害，应及时拨打
“12315”投诉举报电话，向市场监管部门
投诉或举报。 （据新华社昆明3月17日电）

� � � � “本店拥有最终解释
权”、没收预付款、“中途退
团团费一律不退” ……市
场监管部门日前提醒消费
者，在预付式消费、购房买
车、 旅游出行时应警惕各
类“霸王条款”，拒绝被“套
路”，及时依法维权，向“霸
王条款”说“不”。

《政府工作报告》单行本
及视频图文版、电子书出版
� � � �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9年3月
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
府工作报告》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
新华书店发行。

为方便广大读者更好学习领会《政府工作报告》精神，
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政府工作报告（2019）·视频图文版》，
该书在报告文本中配插了三十余个视频二维码和相关图
示、注释等解读内容。同时，人民出版社还首次推出了政府
工作报告的电子书，将在多家网络平台同步上线发布。

� � � �据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
治行动开展以来，各地经过多轮深入排查摸清底数，截至17
日，全国共发现“大棚房”问题16.8万个左右，涉及占用耕地
13万亩。整改工作在各地全面展开，排查出的八成“大棚房”
问题已经完成整改。这是记者17日从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
部了解到的。“大棚房” 问题是指一些地方的工商企业和个
人借建农业大棚之名，占用耕地建设“私家庄园”、别墅、休
闲度假设施、商品住宅等非农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

全国八成“大棚房”问题
完成整改

� � � �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3 月 17 日 电
“12326”民航服务质量监督电话日前
正式开通。今后，旅客在乘机出行过程
中向航空公司、机场投诉后，如果没有
得到满意答复， 就可以拨打“12326”
民航服务质量监督电话进行反映。

“12326”民航服务
质量监督电话开通

链接

� � � �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证监会近日对《上市公司章程
指引》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证监会发布的消息显示， 相关修改明确了存在特殊股
权结构上市公司章程相关要求；根据公司法的新规定，完善
上市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的法定情形，明确收购方式、决策
程序和股份处理要求等。

此外，结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上市公司治理实践，
证监会对股东大会召开、董事职务解除、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设置、高管人员任职要求等规定进行了完善。

证监会表示，下一步将持续跟踪上市公司治理状况，继
续完善公司治理相关规则，督促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关主
体尽职履责，切实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

就修改《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证监会公开征求意见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9030 7 9 3 8 6 2 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16258638.33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069 7 9 3
排列 5 19069 7 9 3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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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如何向“霸王条款”说“不”
拒绝被“套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