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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 12月 1日 第 2019138期 开奖号码

红球: 06 32 31
奖池累计金额 ： 1283324272 元
中奖
条件

单注奖金
(元)

中奖注数
(全国)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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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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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3356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2月 1日

第 2019321期 开奖号码: 8 5 3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1113
0

1939

1040
346
173

1157520
0

335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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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1月 30日

第 2019320期 开奖号码: 5 8 8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505
361
0

1040
346
173

525200
124906

0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交警岗亭内，小健起初一直
低着头、沉默不语，面对民警的
询问，眼神一直在躲闪。

经过耐心劝导，小健终于开
口了，“学习压力挺大的，爸爸不
让我玩手机， 昨晚跟他吵了一
架。自己想不通、又睡不着，就想
开车出来散散心。”
“车是自动挡，挺容易开的。

我也没想好要去哪里，反正跟着
车上的导航走。”小健表示，其实
这是他第三次开车了，虽然从来
没有学过驾驶，但是一直对汽车
很感兴趣。在网上看了驾驶操作
流程后，便会偷偷到父亲的越野

车上去尝试，“开车时，导航有限
速提示，我就会把车调到限速之
下。没限速时，车速在40码到50
码之间，没有违章。”对于无证驾
驶的交通违法处罚， 小健表示，
“不知道，也没想过。”

上午10时许，小健的父母得
知儿子被找到，立即赶到二中队
岗亭。见到儿子那一刻，原本还
欣喜无比的父亲情绪突然变得
很激动， 冲上来就要打小健，被
民警拦了下来。小健害怕地低下
了头，不敢正视父亲。

民警将小健和父亲分隔开，
各自进行批评教育工作。

胆大！13岁男孩偷开自家车“散心”
起因：前一晚因玩手机被父亲斥责 淡定：开车20余公里，中途还停车吃了碗粉

12月1日早上， 一名13岁男孩不满父亲指责自己
玩手机太晚，负气偷偷开走家中越野车，急坏了的家长
赶紧报警求助。这名男孩一路“兜风”散心二十余公里，
中途还停车吃了碗粉，直到8时50分许，在长沙湘江大
道南往北方向， 这辆正常行驶的越野车在劳动路路口
被交警拦下。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刘阳

视频剪辑 何佳洁

沟通中，民警了解到，由于前一晚小健玩手
机到凌晨1点多还不睡， 父亲就开始指责他。被
一顿怒骂过后，小健躺在床上想不通，这才发生
了后面的事。

经过劝导， 小健的父亲也意识到自己打骂教
育不对，愿意坐下来好好跟儿子谈谈心。“儿子，我
也不骂你，也不打你，你觉得自己这个事做得对不
对？这是第三次开走我的车，生命很重要，你把车
开到路上去，万一撞了人该怎么办？自己受伤又怎
么办？”面对父亲的责问，小健也很后悔，“经过警察
叔叔的批评，我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以后再也不
敢这么做了。”父子俩紧紧拥抱在一起。

记者采访了解到，按照相关规定，未满14周
岁的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上路的， 则由监护人
带回进行教育。

交警也提醒广大家长：少些打骂教育，应多
对孩子进行普法教育。

“兜风”20公里，半路还吃了碗粉

“接到临时通知， 需拦截一
台在湘江大道南往北行驶、 涉嫌
无证驾驶的车辆。”长沙天心交警
大队二中队辅警刘猛告诉记者，
上午8时30分许， 接到通知后，自
己连警帽都来不及戴就从岗亭迅
速赶到湘江大道劳动路口布防，
“发现车辆， 第一时间将湘江大
道南往北方向的交通指示灯设
为红灯，避免其通过路口。”

8时50分许，一辆白色越野
车被锁定，正是涉案车辆。“我们
要求驾驶员下车，他可能是吓懵
了， 握着方向盘的手在微微发
抖。坐着一动不动，也不肯把窗
户摇下来。”刘猛说，经过多次示
意，驾驶员才摇下车窗，自己顺
势将手伸进车内， 将车门打开，
并把驾驶员带下了车，“1.7米的

个子， 看表情还是比较淡定，不
像未成年人。当我们验证他的身
份信息时， 才发现他只有13岁，
还未满14周岁。”

男孩叫小健，是一名初一学
生。家住长沙县朗梨。记者从天
心交警大队分控中心提供的信
息得知，小健父母早晨起床后发
现，家中的车辆、儿子同时不见
了， 猜想孩子独自开车出了门，
急得马上拨打110报警，生怕会
发生意外事故。根据路面监控显
示，小健开车比较稳，没有发生
交通事故，行驶途中也很遵守交
通法规，表面看来可以说是毫无
破绽， 途中还停车吃了一碗粉
……

直到拦停，他不知不觉中已
经独自开了20多公里路程。

“压力太大，想开车散散心”

交警：家长应对孩子进行普法教育

房贷还了一年多，被告知层高缩水1.9米
开发商：交接失误致误签合同 律师：业主可申请“退一赔三”

湖南卓进律师事务所律
师聂炜认为，买房前，开发商
在住建部门备案的层高只有
3.2米，还与业主签订了层高为
5.1米的合同， 开发商涉嫌欺
诈， 如果业主要求解除合同，
可以要求依照《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进行“退一赔三”；如果
继续履行合同，可要求开发商
按层高缩水比例进行赔付。

目前，徐先生准备通过法
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此事进
展情况，本报将继续关注。

■记者 杨洁规

回应

开发商：工作交接失误，致误签合同

说法

律师：开发商涉嫌欺诈
业主可要求“退一赔三”

监控视频显示，12月1日上午8点50分左右，交警发现正在等红灯的目标车辆，经过询问后小男孩被交警带下车。
警方提供视频截图（扫报眉二维码看完整视频）

本报12月1日讯 衣服缩水，
大家都听过，但听过房子层高缩
水吗？株洲醴陵的徐先生去年买
的一套房子就严重缩水了，合同
中约定的5.1米层高缩水1.9米，
小复式变平层。 事情真如此吗？
三湘都市报记者近日对此展开
了调查。

2018年6月，徐先生在株洲天
元区中泰财富湘江项目，交2万元
认筹了31栋26楼一套面积43平

方米的LOFT公寓，单价10973元
一平方米。同年9月，徐先生交清
了首付款，并且办理了银行贷款，
签订了预售商品房买卖合同。合
同中约定，房屋层高5.1米，“就是
看中这个层高， 装修后可以改成
两层小复式有80多平方米， 平均
下来也就5000多元一平方米，比
较划算。”

今年11月10日， 徐先生突然
接到开发商的电话， 称房子层高
变成了3.2米。更让徐先生气愤的
是，购房合同上写着，每平方米只
补偿10块钱，这让他无法接受。

记者在徐先生提供的《预售
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看到，合同是

通过株洲市房产管理局正式备案
的，而且合同中注明了，这套商品
房通过了株洲市房地产测绘管理
所， 测绘建筑内面积32.49平方
米，分摊面积10.8平方米，层高5.1
米。 徐先生合同的网签时间是
2018年的9月12日。

同时， 徐先生和其他业主在
株洲市规划信息中心的材料中发
现， 原株洲市规划局同意报建的
时间是2018年5月21日， 当时已
经明确26楼的层高为3.2米。

“开发商一早就知道只有3.2
米，却在我还房贷一年多后才告诉
我层高缩水了，我认为开发商是蓄
意欺诈。”徐先生气愤地说道。

对于房子层高“缩小”一事，
中泰财富湘江销售部负责人蒋江
明回复，31栋在做规划时确实有
想过做5.1米层高的LOFT公寓，
但经过专业人士论证后，做5.1米
层高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于是就
取消了。 后来因公司销售部人员
调整，工作上交接失误，才导致误
签了合同，“这边封顶了， 才发现
了这个问题。”

蒋江明说，涉及此次合同误

签的，主要是31栋26楼和27楼，共
27户业主。针对此事，公司给出
了两套处理方案， 如果要房的，
先给业主办理退房， 再以26楼
6500元一平方米，27楼6100元一
平方米购买。 如果要求退房，公
司按已付房款的3倍银行利息进
行赔付， 层高差异按100元一平
方米赔付。

对于公司给出的两套赔偿方
案， 徐先生均不认可。“退房再买

的话， 银行贷款利率
提高的损失谁来承
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