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癌症病人车祸后死亡，司机怎么赔
法院：不能因个人体质减轻赔偿责任 观点：可考虑适当减轻部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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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长沙市楚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曾运前，电话：18711155506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菲瑞健身俱乐部
（税号 42098419901110731X01）
遗失发票领购簿一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派一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钟文，电话 18674883455

◆鲁怡玲（父：鲁先兵，母：付
阳群）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I43060699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彭玉杰花卉经营
部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5510015459801，开户行为交通
银行长沙高新支行，遗失机构信
用代码证，代码：J9943010401545
980A，声明作废。

◆王泽颖、谭静遗失湘潭名生置
业有限公司 住宅认购书， 编号
0004705，房址：湘潭市雨湖区江
南大道与丹桂路交汇处恒大书
香门第 14栋 6103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造动文创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2016 年 12 月 5 日核发的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5100374814
01，声明作废。

公 告
日前，本公司从有关渠道知悉
有人以其购买位于长沙市开福
区芙蓉中路一段 185 号房地产
为由向社会方借入款项。 为此，
本公司专此公告，告知如下事项：
1、上述房地产系湖南康泰实业
有限公司向本公司转让所得，
且业已办理至本公司名下，为
本公司名下不动产；
2、我公司没有授权任何人向外
方进行借款。 专此公告，请社
会各方注意商业风险，同时声明：
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冒称对上
述不动产享有权益或其他任何理
由侵犯本公司不动产专属权益。

湖南嵘天源实业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湖南赛德华盛旅游产业有限公
司遗失平江县工商局 2017 年 7
月 2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6
26MA4LCBAF5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电信新民路营业厅遗失发
票(卷式)一份，发票代码 14300
1531820，发票起始 00726001 至
00728000号段发票，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欧啦食品商贸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任雪 电话:18684909691

注销公告
长沙传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陈思 电话:18670795772

注销公告
株洲市梵泰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罗敏，电话：18607332466

清算公告
冷水江市山枫黑山羊养殖专业
合作社成员大会决议解散本合
作社，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以书面形式申
报债权。联系地址：冷水江市金
竹山镇杨源村七组。联系人：张
亮清，电话：17763789065

遗失声明
湖南同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由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1 年 7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 430000000052
7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融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局芙蓉分局 201
2年 7月 31 日核发的注册号 430
100000032063营业执照正本，副
本 2 -1；税号 430102768028967
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地税税
务登记证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龖彩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
5351697591B)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佳博聚逸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江澜，电话 18942579100

遗失声明
张家界宏泰汽车销售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2年 11月 8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80
00000245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深圳市德源皮具有限公司长沙
第一分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
票 1份，发票代码 4300171320，
发票号码 01961765，声明作废。

◆谭惠月（父亲：谭杨，母亲：孙
梅）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Q4302456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天元区世纪经典网络会
所遗失天元区工商分局 2013 年
6 月 13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211000003331，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冷水江市广阔经贸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解散本公司，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联系地址：
冷水江市金竹西路桃园住宅小
区内（采空沉陷区治理项目综
合楼 1栋 1单元二楼）。
联系人：潘吉人，电话 15197860539

清算公告
冷水江市誉诚贸易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解散本公司，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联系地
址：冷水江市金竹西路与资江大
道交汇处（金竹山矿业公司集资
楼电梯房一栋 8号门面） 。
联系人：杨卫兵，电话 15399886333

遗失声明
长沙电信分公司岳麓分局以下
网点遗失电信发票： 森晨专营
店遗失 3 张， 编号 00052091－
92，00052248；武坪品牌店遗失
2000 张， 编号 02267001－
02269000； 兴和物业遗失 2000
张， 编号 01124001－01126000；
益信立和平移店遗失 2000 张，
发票编号 08160001－08162000，
收据 1000 张， 编号 10149001－
1015000；宇麓专营店遗失 2000
张， 编号 02339001－02341000；
以上发票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伟毅建材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吴
佳丽，电话：13723850129。

遗失声明
临湘市强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编号：43060000
31380，声明作废。

◆颜雨萱(父亲：颜午阳，母亲：谭
飞莉）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10500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质信捷工程机械销售有限
公司遗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雨湖分局 2016年 3月 31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30302MA4L3
J4T4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永强阀门经营部
遗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南站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5510017265701；机构
信用代码证，代码：G99430111
017265705，声明作废。

◆匡思颖(父亲：匡东旭，母亲：蓝
丽柔）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R430324966，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众森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从
600 万元减至 300 万元，现予
以公告。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 联系人：缪亚华 13924606282

遗失声明
新晃县龙缘酒店遗失增值税普
通发票 4份，代码：4300171350，
号码：02394249、02394250、023
94350、023943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合盛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5 年 6 月 5 日换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 430193000047139；
国税、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
号 430104053874481，声明作废。

◆李理遗失湖南省公安厅核发的
警号 170757 的 警官证 ， 证 件 有
效期 2016年至 2021年。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诚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
册号 430102000109441）遗失公司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肖博文（父亲：肖寄平 母亲：
肖艳蕾）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53988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东浩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段宜利，电话 18932446655

注销公告
长沙国海电子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吴勇，电话 18907313497

◆何雅欣(父亲：何雪青，母亲：郭
荣娟）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916632，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株洲市华宏摩托车销售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何宏勇，电话 13637403666

遗失声明
湖南乐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发
票代码 4300172320，号码 1597
7345，金额：2400 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月塘网络会所遗
失安全合格证副本，证号：43
010520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郴州龙氏贸易有限公司不慎将
郴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9年
6 月 2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全部遗失，注册号：43100000
00337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印象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
麓分局 2009 年 8 月 28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1
0400002596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喜多来暖通家居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1200
MA4L6NT46Q）2018年 2月 1
日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悦享食品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刘
立伟，电话：13873136101

遗失声明
长沙顶威模具制造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
5510024562801；遗失机构信
用代码证，代码 G1043010402
456280S；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株洲三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 ， 拟将注册资本从
1330 万元减资至 50 万元，现予
以公告。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卢乐 13307339725

◆邹文韬（父亲:邹伏贵,母亲:胡
娇)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 编号:
K430679717，声明作废。

面积 750m2， 高档实木中式装修，
已经营十年，盈利状态。 转让费 50 万
元，电话 13203156868非诚勿扰。

芙蓉区马王堆茶馆转让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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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睿(父亲：陈国平，母亲：刘
旭）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05742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湘潭之窗网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 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 齐勇，电话：13975210432

◆周芊含（父亲：周宇，母亲：龚
翼）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430860980，声明作废。

◆何志诚（父亲：何青华，母亲：董
清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77134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县大发置业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罗根元，电话 18230665184

◆蒋梓聪（父亲：蒋林枫，母亲：李
雪）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259154，声明作废。

◆唐俊熙(父亲：唐峥，母亲：彭梓
颜）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G430190370，声明作废。
◆周梓彤(父亲：周道清，母亲：薛
杨）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862779，声明作废。
◆肖紫涵（父亲：肖益军，母亲：李
文玉）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104015，声明作废。
◆周佳(父亲：周旭，母亲：刘小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30912339，声明作废。

◆冯家栋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430102199803055531，声明作废。

◆曾雨晨（父亲：曾凡新，母亲：黄
丽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362487，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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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 天心区法院的一审判
决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从法理上来讲，
要求致害人承担全部责任也是说得通
的。”湖南省程序法学会会长、湖南师范
大学博士生导师黄捷教授说，在本案中，
交通事故给伤者带来的损伤， 是导致其
死亡的重要原因， 而其自身的疾病也是
死亡原因的一部分。一般来说，若伤者是
正常人， 受伤死亡的几率会减低。 本案
中，受害者自身的疾病，确实对自己死亡
造成了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考虑
适当减轻一部分致害人的责任。

观点

“损伤参与度” 是指外界损伤与实
际发生后果的因果关系， 体现了外界侵
权行为与受害者伤亡结果的比例关系。
以交通事故为例： 如经鉴定伤者构成十
级伤残且参与度为80%，就表示伤者的十
级伤残有80%是由交通事故导致的。在本
案中， 被告陈平和保险公司之所以强调
损伤参与度， 就是希望在计算民事赔偿
的时候也按照相应比例承担赔偿金额。

什么是损伤参与度？

名词解释

可考虑适当减轻
一部分致害人的责任

经法院审理后认为， 交通事
故在计算死亡赔偿金时， 是否扣
减受害者本身责任部分金额，应
当根据受害人对损失的发生和扩
大是否存在过错进行分析。 死者
彭华的个人体质对损害后果的发
生具有一定的影响， 但这不是侵
权法等法律规定的过错， 彭华不
应因个人体质状况对交通事故致
死存在一定的影响而自负相应责
任。

天心区法院一审对保险公司
要求计算损伤参与度的辩论意见
不予采纳， 判定保险公司在保险
限额范围内赔偿彭华家属42万，

陈平在保险赔偿限额外赔偿31
万。两被告合计判赔73万元。

“本次事故中陈平负事故的
全部责任，彭华不负事故责任，交
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与陈平相
关， 不能因为彭华个人体质问题
减轻两被告的赔偿责任。”该案承
办法官雷金菊解释， 在计算民事
赔偿的时候不应当考虑受害者自
身疾病导致的损伤参与度问题。
陈平应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全部
赔偿责任。

该案一审宣判后，被告不服，
已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该案目前正在二审之中。

■记者 杨昱

本报2月8日讯 在一
起交通事故中， 伤者被送
医院治疗。可十几天后，伤
者死亡， 医院查出他身患
癌症。 死者家属与肇事车

主、 保险公司就承担多少
赔偿责任发生了争议，还
起诉到了法院。昨天，记者
从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获悉， 法院一审判决肇事
车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目前该案正在二审之中。

2017年1月2日傍晚，
在长沙市新开铺路北家
河路南往北方向， 陈平
（化名） 驾驶车辆与正横
过马路的彭华（化名）发
生相撞。 事故发生后，陈
平将伤者送入医院并垫
付了部分医药费，同时到
保险公司报了案。原以为
事故不大，车辆还买了交
强险和30万的三责险，根
据伤者的情况，怎么赔也
不会超保。令他始料未及
的是，彭华在事故后12天
突然死亡。

事情太过突然， 彭华
现年才54岁， 交通事故又
没伤及她的要害部位为何
突然死亡呢？ 根据湖南省
湘雅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
《司法鉴定意见》显示：“彭
华符合肝脏病变（肝癌、肝

硬化）并发食管、胃底静脉
曲张破裂出血引起食管、
胃肠大量积血致失血性休
克死亡。”

这之后， 彭华家人多
次找到陈平， 要求其按照
交通事故责任书认定的责
任对彭华的死亡承担赔偿
责任。 陈平跟保险公司沟
通，但保险公司认为，彭华
的死亡原因是肝脏病变引
发的自身综合疾病导致休
克死亡， 交通事故所致的
外伤不是导致其死亡的原
因或直接原因， 因此保险
公司不应当承担保险责
任。保险公司称，最多按照
10%的责任赔偿。

多次协商未果， 彭华
的家属将陈平和保险公司
起诉至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

焦点：到底是病死还是撞死？

不支持按“损伤参与度”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