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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生带着悔恨活着，将来尽力赔偿”

冒用父亲身份无证驾驶致一死一重伤，19岁小伙获刑两年半

“
你是否取得了机动车驾
驶证？”“没有。 考 过 了 科目
一。”“
为什么在无驾驶证的情
况下开共享汽车？”“
上夜班路
远，坐的士划不来。”……
这是6月11日，在长沙市
开福区人民法院，公诉人与被
告人钟某于的一段对话。为方
便上下班，钟某于冒用父亲身
份租赁共享汽车，哪知在一个
雨夜，撞飞了一对过马路的父
女，造成一死一重伤。事发后，
受害人家属连遭变故，整日以
泪洗面， 而肇事者的父亲，也
是到处为儿子筹钱赎罪。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刘笑贫

中途下车遭拒，乘客抢方向盘获刑三年
本报 6月11日 讯 要 求 公
交车中途停车遭拒， 长沙一男
子抢夺公交车方向盘， 导致公
交车一头撞在树上。 谭某想不
到的是， 这一冲动的举动会让
他终身后悔。6月10日， 长沙市
岳麓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
审理了这起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案，当庭宣判：被告人谭
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今年3月10日傍晚，谭某准

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出租车碾
压身体。
事故发生后，驾驶共享汽
车的钟某于吓得连忙下车，周
围 的 路 人 也 赶 紧 拨 打 了 120
和 110。随 后 赶 到 的 救 护 车 将
这对父女送到了中南大学湘
雅医院抢救。 可令人遗憾的
是，女儿栾某因伤势过重抢救
无效死亡，而栾某华则成了植
物人。

肇事者冒用父亲身份租赁共享汽车
经酒精测试， 钟某于并没
有酒后驾车，造成事故的原因，
除了雨夜路滑、视线不好外，还
有钟某于是无证驾驶。
钟某于交代， 在事发前
半个月， 他从网上搜索到一
款 租 车 软 件 App 并 申 请 注
册 ，在 其 父 不 知 情 的 情 况 下 ，
将父亲的身份证、 驾驶证偷

拿过来上传拍照， 并顺利通
过 了人 脸验 证 。
让人意外的是， 虽然钟某
于没有走完本人手持身份证、
驾驶证拍照上传的程序， 但在
其缴纳了1000元租车押金，绑
定自己手机号码后， 竟然取得
了注册资格， 并在一周内四五
次扫码用车。

无证驾驶肇事被判刑两年六个月

“我的余生将带着悔恨活
下去，但在刑满释放后，我将尽
我的一切努力去赔偿受害人的
所有损失。” 法庭上，19岁的钟
某于总是低着头，没有眼泪，没
有辩解，表示认罪。除了委托律
师递交的悔过书， 他又递交了
一份新的悔过书。
案发后， 钟某于的家属已
代为垫付了3万元医药费。公诉
人认为， 肇事司机钟某于违反
交通运输规则， 导致发生重大

事故且负事故主要责任， 其行
为触犯了刑法，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交通肇
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此， 法院支持了检察机
关的建议， 考虑到被告人能主
动投案，供述犯罪事实，可以从
轻处罚。其亲属已垫付了3万元
医药费， 被告人可酌情从轻处
罚。 故开福区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判令被告人钟某于犯交通肇
事罪，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涉事共享汽车公司也被诉至法院

公诉人告诉记者， 杜某已
经就女儿车祸死亡一事将钟某
于、钟某华、环球车享（长沙）汽
车租赁公司、某保险公司起诉至
开福区法院，法院也已受理。
杜某认为，造成女儿死亡、
丈夫重伤的原因，除了钟某于直
接侵权外，还有共享汽车公司的
管理不善，以及肇事车辆是用的

备乘坐长潭公交一号线的公交车
回家。中途无停靠站时，谭某走到
公交车司机旁边，要求下车，被公
交车司机拒绝。谭某一下子火了，
强行抢夺并转打方向盘， 公交车
一头撞到人行道的树上， 万幸的
是，车上乘客只是受到了惊吓。案
发后，谭某的家人与公交车所属公
司达 成 赔 偿 协 议 ， 支 付 赔 偿 款
6800元并取得了谅解， 谭某自愿
认罪认罚。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许振兴

链接
6月11日，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钟某于因无证驾驶共享汽车造成一死
一重伤，被开福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通讯员 供图

驾驶共享汽车雨夜闯祸，一死一重伤

受害人栾某华的妻子杜某
说，2018年11月17日晚 间 ，天
下着大雨， 丈夫带着女儿去理
发店洗头发， 不料在回家时出
了事。当晚8点多，在长沙市开
福区金马路顺天黄金海岸大酒
店附近， 栾某华带女儿行至金
马路北往南方向时， 一辆共享
汽车从其右侧驶来， 两人被撞
飞，女儿当即倒地不起，而栾某
华则被撞到对向机动车道，被

涉事共享汽车公司被起诉

钟某华的驾驶证。由于丈夫还在
治疗， 杜某以死去女儿的名义，
索赔丧葬费、精神损失费等各项
费用共计90多万元。
与此同时， 针对涉事网约
平台监管失当的情况， 检察机
关将向该公司发放检察建议，
督促其进行整改， 以避免悲剧
再次发生。

案件背后
为了省几块钱的士费
毁了两个家庭
“经检察委员会集体研究
讨论，我们将依法为杜某发放2
万元的司法救助， 并主动联系
相关机构为其提供后续的生活
和法律帮助。”长沙市开福区检
察院在了解到杜某丈夫已为植
物人，女儿栾某死亡，本人没有
经济来源， 为了救治丈夫还需
四处筹款， 属于典型的因案件
导致生活困难的情况， 启动了
司法救助。 这笔充满了爱心的
救助款， 解了这个破碎家庭的
燃眉之急。而未来的路怎么走，
却是一名柔弱女子不得不独自
面对的现实问题。
“我是下岗工人，妻子得了
宫颈癌，现在儿子又面临刑罚，
唉……”面对审判结果，钟某于
的父亲钟某华不住地叹气。钟
某华告诉记者， 孩子平日里很
听话，事发前不久刚找到工作。
因为每天晚上9点才下班，冒用
身份租用共享汽车也是为了省
几块钱的士费。“我们跟受害家
属方联系了多次， 对方说没有
协商的余地。 现在我们也只能
到处向亲友求助筹钱。”

男子坐过站，抢夺公交车钥匙被拘5日
本报6月11日讯 乘客在
长沙望城一辆W127路公交车
上，因坐过站迁怒公交车司机，
抢公交车车钥匙， 幸未发生交
通事故。今天，望城警方通报了
相关情况。
事情发生在6月3日上午10
点多，一辆从望城汽车站开往铜
官首末站的W127路公交车，行

驶在铜官大道花果路口开往铜官
污水处理厂站途中，41岁的乘客熊
某因坐过站突然“
发难”，抢夺公交
车钥匙，导致公交车无法行驶。公交
车司机黄师傅立即报案求助。
熊某擅自抢夺公交车操纵装
置，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望城警
方依法将熊某行政拘留五日。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覃亚琳

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2019 年 6 月 11 日
开奖号码:
第 2019155 期
0 5 0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040
326
339040
组选三
346
575
198950
组选六
173
0
0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 年 6 月 11 日 第 2019067 期 开奖号码
红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04 08 33 06 30 11

蓝球:

11

奖 池 累 计 金 额 ： 781887228 元
中奖
中奖注数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湖南）
条件
(全国)
(元)
○○○○○○●
7973990
1
5
○○○○○○
4
168976
110
○○○○○●
80
3000
1249
○○○○○
2769
200
63942
○○○○●
○○○○
49607
10
1185283
○○○●
○○●
○●
●

11829831

474608

5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长沙彩民喜中福彩“积金至斗”头奖25万元
近日， 长沙市福彩中心兑奖
室迎来了一位眉开眼笑的彩民朋
友，原来,这位幸运儿中得了福彩
刮刮乐“积金至斗”的一等奖，喜
获奖金25万元。
福彩“积金至斗”彩票是今年
5月初新上市的一款即开型彩票，
面值十元，是一款简单易懂、趣味
性强的刮刮乐彩票， 上市便受到
彩民朋友的喜爱。这天，这位彩民
来到位于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世纪
城10011号的第43014412站点，
看到柜台上摆放的“积金至斗”刮
刮乐彩票金闪闪的，起了兴致，便
买了几张试试手气， 结果其中一

张彩票上刮出来一列整齐的“3”
号图符， 而这列图符指向的正是
奖金250000元。
福彩刮刮乐“积金至斗”创意
于中国古典成语“积金至斗”。票
面的设计紧扣主题，层层的“
金砖”
触及“
金星”构成彩票主画面，精巧
的构思令人着迷，充满财气之感，
寓意给彩民带来更多的财富。
该票采用“金银卡纸” 印制，
色彩更加绚丽、高档。面值10元的
“积金至斗”采用“九宫格”的延伸
玩法，玩法简单，刮开覆盖膜，如
果在成行、 成列或成斜方向上出
现的数字全部相同， 即可获得该

方向所对应的奖金。 中奖奖金兼中
兼得，一等奖25万元。
目前，刮刮乐“积金至斗”全省
仍有一个25万元的头奖悬而未决，
你会是那个幸运儿吗？同时，我省的
另一款新票“丹桂飘香” 正在热销
中， 遍布全省的各福彩销售网点都
可能是你收获惊喜的幸运地， 快去
福彩投注站体验吧！
■唐灿 经济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