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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讯

律师说法

前阵子一段行车记
录仪视频热传，小车故意
占道、减速，将后车逼到
接近路边，而路边正在行
驶的自行车突然倒地碰
瓷。这样的事在永州也发
生过，近日，永州冷水滩
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
组团“碰瓷”的刑事案件，
三名被告人以诈骗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到
六个月不等刑期，并处罚
金。

合伙“碰瓷”骗6000元
2017年10月8日，被

告人蒋某与其他同伙商
量，在永州市冷水滩区进
行“碰瓷”诈骗。蒋某负责
组织指挥，另外安排了人
负责开车，一人负责与被
害人谈价，一人负责骑自
行车，还有一人负责骑回
自行车。为了让“碰瓷”更
逼真，他们安排骑自行车
的人事先把右手中指弄
成骨折状态。

当天中午，一人开着
一台雪佛兰小车搭着两
名同伙在冷水滩区寻找
作案目标，另一名同伙骑
自行车并排行驶。当驾驶
车辆经过冷水滩区逸云
路市政府宿舍旁时，他们
见被害人张某驾驶三轮
车行驶过来，就决定对其
进行“碰瓷”诈骗。

当被害人张某驾驶
三轮车行驶至汽车与自
行车之间空隙时，蒋某叫
开小车的同伙往右打方
向盘，逼迫张某驾驶的三
轮车向右转，骑自行车的
同伙立刻倒地“受伤”。

“受伤”的同伙便要
求被害人张某带其去永

州市中心医院治疗， 到了
医院后， 有人把自行车骑
走， 有人在医院与被害人
张某协商赔偿，并以“受伤”
同伙右手中指骨折是被害
人张某的三轮车子撞到倒
地造成为由， 骗取被害人
张某现金6000元人民币。

事后，几人瓜分了这
笔钱。两天后，被告人蒋
某等三人被公安机关抓
获归案。

已构成诈骗罪
法院认为， 蒋某等3

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
取“碰瓷”的手段骗取他
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
为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
关指控三人犯诈骗罪罪
名成立。 本案系共同犯
罪，蒋某在共同犯罪中负
责组织指挥， 系主犯；另
外两人在共同犯罪中分
别负责与受害人谈价和
开车，系从犯，依法应当
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
处罚。三人犯罪后能如实
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依
法可以从轻处罚；其中一
人在案发后已赔偿被害
人的损失，取得了被害人
的谅解，亦可酌情对其从
轻处罚。

法官介绍，这类碰瓷
的案件一般是团伙作案，
会选择车道较少的路上，
一人开车故意减慢速度，
逼后车改变车道， 另一人
骑自行车“碰瓷”。驾驶员可
以安装行车记录仪， 遇到
类似案件不要“私了”，应及
时报警。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林嘉韵 程欣鑫

通讯员 彭蓓蓓

根据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
数据显示，截至6月29日，今年以来
东方新兴成长混合基金的净值增
长率为4.11%， 位居同类152只普
通偏股型基金（A类）第7名。值得一
提的是，除了在今年震荡的市场中
该基金业绩表现突出外，如果把时
间拉长看，其业绩同样亮眼。同源
同期数据显示，东方新兴成长混合
基金的净值增长率在过去一年和
过去两年分别为17.26%和32.53%，
位居同类基金第4名。

基金优秀业绩的背后， 离不开
其基金经理不炒概念，不跟风热点，
专注价值投资的投资理念。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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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8日讯 今天， 为期
两天的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走进株
洲·中国动力谷系列活动结束。中
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机械工程学
会理事长李培根， 中国工程院院
士陈学东、 林忠钦等80余位院士
专家建言，助力株洲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株洲在“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战略带动下，深入推进制造
强市“1093”行动，持续开展项目攻
坚年、企业帮扶年活动，尤其在今年
扎实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中，
以“3+5+2”的中国动力谷产业体
系取得长足发展，“全产业、全地域、
全生态”的中国动力谷正挺起株洲
乃至湖南工业高质量发展的脊梁。

活动期间， 院士专家踊跃发
言。李培根说，株洲·中国动力谷的
建设要围绕三大动力产业及其他
配套产业，进一步强化技术、产品创
新，努力掌握核心技术，突出企业生
态建设。林忠钦提出，要突出轨道交
通等核心产业，强化配套服务，通过
产业发展引领人才、技术集聚。

株洲决策者表示， 院士专家
的高见卓识将转化为株洲的发展
举措， 该市将紧紧围绕打造成为
中国动力产业的研发创新中心、
先进制造中心、 增值服务中心和
开放合作新高地的战略定位，让
“株洲·中国动力谷刷新制造新版
图”。 ■记者 李永亮

湖南御辩律师事务所律师邓
子青介绍，合约中对教练离职、退
费等作出了规定， 若黄女士没有
充分的退费理由， 则应按合同执
行，但是，合约末尾处“若法院宣
布本协议任何部分无效， 本协议
价格不受任何影响并继续有效”
条款，是存在问题的，“这一条款，
与国家现行法律规定相违背，肯
定是不支持的。”邓子青说，若双

方协商不成，黄女士可向12315投
诉或者向法院起诉。

律师提醒， 在和健身机构签
订私教合约时， 要看清合同的具
体条款， 对于有异议的条款要及
时提出或进行相应的修改， 完全
同意后再签订，如果指定教练，一
定要将相关的责任和义务， 用补
充协议的形式，明确写到合同中，
为未来的维权留下有力的证据。

健身私教频更换，体验不好退款难
律师提醒：签合约时防止被“套路”，若指定教练可签补充协议

据悉， 具有15年投资经验的诺
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目前正在发行
的一只混合型基金———诺安积极配
置混合基金，其拟任基金经理盛震山
先生， 不仅掌管的基金历史业绩优
秀，同时其管理的基金更是在2018年
斩获素有业内“奥斯卡”之称的中国
证券报颁发的金牛基金奖。

正在发行的诺安积极配置混合
基金， 其股票资产投资占基金资产
的比例为60%-95%。诺安基金选择
逆势发行权益类基金， 不仅彰显了
基金公司对自身过硬投研实力的信
心， 同时也为看好中国经济和未来
市场走势的投资者布局股市提供了
一个投资通道。 ■经济信息

80余位院士专家献策株洲高质量发展

“减速碰瓷”团伙诈骗6000元获刑
提醒：遇可疑事故应马上报警，不能“私了”

坚持价值投资赚企业成
长的钱 东方新兴成长基
金业绩持续霸榜

金牛基金经理挂帅 诺安
积极配置混合基金正在
发行

近日， 长沙市民黄女士向三湘
都市报记者反映， 她之前在长沙耐
斯健身俱乐部先锋东外滩店办了张
健身卡，并报了个私教班，一次性缴

纳4400元。谁知，私教辞职了，而健身俱乐部另安排的2名教练也相
继离职。每个私教的方法都不同，频繁更换私教让黄女士健身效果
受到影响，黄女士要求退费，健身馆却不愿意退还。 ■记者 杨洁规

黄女士2016年8月在耐斯健
身俱乐部健身，并购买了10节私教
课程，“去年6月底，还剩一节私教课
的时候，教练要我帮另一名教练完
成开卡任务， 但还是由自己上课。”
见教练教得不错，黄女士一次性买
了20节课，交了4400元。

让黄女士没想到的是，交完费

用后一节课都没上，教练竟然辞职
了。见此情况，健身俱乐部又给黄女
士安排了2名教练， 可等上完一节
体验课程后，2人也相继离职了。

黄女士找健身俱乐部讨说
法， 健身俱乐部提出两个解决方
案：一是安排其他教练延续课程；
二是将私教课转给他人。

【投诉】 私教频繁更换，影响健身体验

【回应】 售出概不退款，不存在霸王条款

“私教课不同于普通的健身
卡，在买课程前，要体验课程，还
要跟私教交流，觉得合适才购买，
当初的私教也熟悉我的身体状
况、健身习惯，总是更新私教肯定
不习惯。”黄女士说，3名教练接连
离职后， 她对健身房推荐的其他
教练不是很信任。同时，也无人愿
意花钱接手这些课程，于是，她坚
持要退钱，但健身馆坚持不退，双
方一直僵持着。

“教练更换不受影响，是跟公
司签订的协议。”长沙耐斯健身俱
乐部先锋东外滩店教练总监董伟
说，他们办“私教卡”都会与学员
签订合约， 合约上已写明私人教
练课时费一经售出，概不退款，如
遇教练辞职， 健身房有权为学员
更换私人教练带完余下的私教课
程。“教练离职是正常现象， 不存
在霸王条款， 学员还可以把卡转
出去。”

合约部分内容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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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衡山县体育馆主体工程基本完工，造型犹如一朵盛开的莲花。该
馆为省第十三届运动会柔道项目比赛场馆，位于衡山县黄花新区，占地面积
78亩，建筑面积1.9万平方米。 记者 童迪 通讯员 龙燕鹏 摄影报道

互动

“莲花”盛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