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潭大学兼职教授、金州律师事务
所陈平凡律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七条，对于发生在紫龙湾温泉度假
区游客财物被盗的事件， 游客可要求度
假区经营者进行赔偿。 即使在案件的侦
破期间， 也可以要求温泉酒店方对其进
行赔偿。如果责任方拒绝赔偿，可先向消
费者协会申请调解处理，如调解不成的，
游客可向当地法院进行起诉要求其进行
赔偿，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律师说法

拒不赔偿可向法院起诉

互动

汇市周评

国际投资界再次对中联重科股份有
限公司投下信任票，继2010年年底发行H
股成功募集150亿元港币资金之后，2012
年3月28日，该公司又以6.875%的低票息
成功发行4亿美元5年期美元债券。

虽然同为债务融资， 债券有银行贷
款无法比拟的久期管理便捷的优势，是
和股票一样的资本市场工具。 中联重科
此次美元债发行成功， 标志该公司两条
腿均已迈进国际资本市场。此前，全球三

大国际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国际， 对中
联重科企业的整体情况和财务状况均给
予BBB-的投资级别评定。

据公司债券承销团队介绍， 由于对
经济前景不确定性的预期， 国际债券市
场投资者变得十分谨慎。 中联重科五年
期投资级别美元债能够受到国际投资者
追捧， 主要得益于公司的稳健增长和优
秀的财务指标， 是国际投资者对中联重
科管理团队和企业信用的高度认同。

美国高盛公司全球合伙人杨昌伯先
生认为， 中联重科此次美元债的发行创
下了多个第一： 大型国有央企之外第一
个获得国际评级机构投资级别评级的工
业制造企业， 第一只中国工程机械行业
投资级别的美元债。他认为，美元债的发
行成功， 不仅使中联重科的资本运作打
开了新空间， 更为国内企业进军国际资
本市场树立了新标杆。

■记者 李治

欧元：本周初，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
经济复苏言论致美元指数遭遇滑铁卢，欧
元引领非美货币兑美元均录得快速上涨，
欧元最高冲至1.338。 中行双向宝短线策
略：短线谨慎看多欧元。挂单1.3180开仓买
入，止损1.3120，获利1.3480。

英镑：美国可能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
的消息刺激英镑一度冲过1.60美元，但随
后公布的英国四季度GDP数据遭遇下修，
预计英镑或难以持续站上1.60。中行双向

宝短线策略： 逢高做空英镑，1.60一带开
仓卖出，止损1.615，获利1.57。

美元指数：周初美元指数遭遇垂直打
压，随后在79点位彰显韧性。中行双向宝
短线策略：79-80水平轻仓低吸高抛，等
待方向选择。

日元： 受日本会计年度底的买盘支
持，日元本周先抑后扬，有记录显示部分
出口商大举卖出美元买回日元。中行双向
宝短线策略： 维持看涨日元，83一线卖出

美元买入日元，止损83.85，获利81.8。
澳元：周初澳元一度上涨，但此后市

场对于中美两大经济体增长的担忧促使
澳元首当其冲遭到减持。中行双向宝短线
策略：挂连环委托单1.03止损追空，接获
利1.01平仓买入，止损1.05平仓买入。

以上仅为个人观点， 不代表所在机
构。汇市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外汇交易员 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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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案例】“西西”频出，赔偿很难

喝趟喜酒，丢了台摩托车
2011年12月13日，李先生骑摩托车

到紫龙湾温泉度假区参加侄子的婚宴。
看到紫龙湾酒店停车场有几个保安看
守，他把新买的摩托车放心地停在了里
面。谁料，锁好的车就此“消失”了。监控
录像显示， 李先生当天中午11:02进入
酒店，11:29他的摩托车就被一个戴着
车帽的贼大摇大摆地骑走了。

事后， 李先生找到酒店方要求赔
偿，对方报警后表示不能对此负责。
20多万的车，只赔1万了事

无独有偶，2011年初， 自驾游客余
先生和朋友一行4人来到紫龙湾温泉度
假区泡温泉，把一辆价值20多万元的丰
田凯美瑞黑色轿车停到了酒店停车场。
可泡完温泉出门，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
的车。

经过漫长的调查和协商，实在耗不
下去的余先生只得无奈接受酒店方给
出的赔偿方案：一万元现金，两万元消
费。
柜子锁着，3个人的钱都不见了

而近期在网上流传甚广的投诉帖
中则提到，3位游客到紫龙湾度假区泡
温泉，把衣物钱包等锁在寄存柜中，随后
发生的事让他们又惊又气： 柜门锁得好
好的，打开一看，钱包里的现金却不翼而
飞！他们每人损失都在2000-3000元。

酒店方再次摆出事不关己的态度，报

警后，对游客丢失财物一事声称没有赔偿
的义务。

【景区说法】“这是恶意诽谤”
3月26日下午， 记者来到坐落于灰

汤镇东端小山坳内，依山而建的紫龙湾
温泉度假区。沿着景区周边的小路，直至
后山的山坡，整整一圈下来，整个度假区
都被一人多高的蓝色铁丝网包围得严严
实实，景区大门口的保安亭内有3名当班
的保安人员值守，车辆均是刷卡出入。看
上去，这个景区的安全设施非常到位。

然而，为什么看似安全的景区会频
频失窃？酒店、景区为何多次拒绝赔偿？
当记者表明来意后，紫龙湾温泉度假区
执行总经理周京伟似乎有些恼火，他对
游客和消费者的投诉直接声称“这是恶
意诽谤，恶意投诉”。在记者一一列举多
起失窃案例后，他又承认“这是内外勾
结的外盗事件”，态度反复。

随后，记者前往灰汤镇派出所了解
情况。该镇派出所一名当班的副所长直
言，灰汤镇属于旅游景区，问题较为敏
感，“没有接到县级公安局的通知不能
接受采访”。但他证实，紫龙湾以前和近
期的游客被盗事件均已在派出所立案。

派出所内另一名知情的警务人员
私底下告诉记者，近期还有湖南省内某
大学教授在紫龙湾泡温泉时丢失了1万
多元现金。更离谱的是，紫龙湾温泉度
假区自己的员工也时有摩托车被盗现
象发生。

伯老一番言语 惊动非美无数 外汇

3月中旬，一篇“宁乡灰汤紫龙湾温泉度假区财物锁柜子里被盗，游客财产没有保障！”的游客
消费投诉被多个实名认证微博转发，引发网上热议。本报也接连收到读者投诉，称价值近7000元的
本田摩托车、价值20多万元的丰田凯美瑞轿车先后在该景区不翼而飞。让这些游客难以接受的是，
赔偿事宜迟迟得不到妥善解决。

作为一家自称为“湖南人的五星温泉”，2012年2月8日才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4A景区的旅游
景点，紫龙湾缘何屡屡发生失窃事件？3月26日，记者前往景区进行了实地调查采访。

中联重科成功进入美元债市场

对于这些失窃事件， 紫龙湾温泉
度假区执行总经理周京伟显得不以为
然，“我们这里摩托车丢得多啦！”“游客
丢钱的事情已经处理了。” 然而截至记
者发稿时，发帖投诉的刘先生称，近日
曾3次上门与景区方协商赔偿一事，均
被对方以各种理由搪塞推诿不予赔偿。

对于自驾游客余先生一行被盗轿
车一事，周京伟先是称当地治安不好，
“那天晚上灰汤丢了3台车。”然后又指
责余先生一行是“道上的”，是想敲诈。

周京伟还声称， 现在是灰汤镇创
建国家旅游景区的时期，“上面发了狠
话， 谁这个时候要是来捅事， 搞谁全
家。”并告诫记者：“如果你要采访，我陪
你练， 但结果你要想好。”“你真是勇者
无惧啊，X的，全国人民都知道周京伟在
紫龙湾，你还敢来捅我的事。”

“谁这个时候来捅事，搞谁全家”

丢了钱，不赔。丢了摩托车，不赔。
丢了轿车，因为怀疑车主“是道上的”，

赔了———赔得也不多，20多万元的车只赔了1万
元现金、2万元消费了事。作为一家4A景区，紫龙湾
温泉度假区对待失窃事件的态度令人匪夷所思。

话说回来，去一次就丢了台车，谁还敢去第二
次呢？拒赔可能是小事，失去了游客的信任却是影

响长远发展的头等大事， 但愿那些急
吼吼往国家级申报的景区们能明白这
个道理。

拒赔事小，失信事大

画外音

记者手记

■记者 唐能

外币 钞买价
英镑 968.05
港币 80.39
瑞郎 671.51
美元 624.07

外币 钞买价
日元 7.3889
澳元 630.47
加元 608.89
欧元 809.52

在宁乡灰汤“紫龙湾”，寄存的钱“飞了”，锁好的车“跑了”，游客只能认栽

这样的4A景点，谁敢去玩

在旅行的途中，您可
能会遇到各种烦心气愤
的事件。如果您愿意让我
们和您一起解读这些事
件的原因和背后的故事，
可 以 拨 打 本 报 电 话
0731-84329965 或 者

加 QQ2324359523
和我们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