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案说法

近年来， 湘潭市坚持标本兼
治,从明晰职责、源头治理、重拳整
治、 广泛宣传等方面精准施策,着
力解决消防车通道堵塞、室内消防
栓不能正常供水等“老大难”问题。

市委、 市政府明确将消防车
通道治理和室内消火栓管理工作
纳入“全市老旧小区三年行动”工
作内容,并将《湘潭市居民小区物
业消防安全管理办法》 作为政府
规章项目列入2020年立法计划,
推进居民小区消防车通道管理。

强化源头治理。各县市区采
取政府牵头,组织街镇、交警、消
防、城管、物业等单位对高层住宅
小区、老旧住宅小区等物业服务企
业和管理单位开展集中约谈,签订
《消防安全承诺书》630余份。

集中购置划线机,督促182个
高层住宅小区完成消防车通道标
线标志施划工作,并要求新建住宅
小区在验收合格之前要按规定设
置消防车通道和停车位。

合力攻坚除患。 与公安、住
建、城管等部门联合制定《关于
开展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行
动的通知》, 成立联合执法工作
组,组织全市开展为期1年的打通
“生命通道”集中攻坚行动。

■朱亚军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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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1日讯 长沙生态
动物园车行游览区豹区内， 一辆
满载游客的游览车“抛锚”，引得
在周边游荡的数只猎豹纷纷凑
近车辆围观。接到“抛锚车”驾驶
员请求应急救援的信息后，一场
紧张的“救援”行动立即展开……

为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
力，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为市
民游客营造安全的游园环境，今
天，长沙生态动物园组织开展2020
年上半年度游览车项目“猛兽区车
辆抛锚应急救援”联合演习。

演练中，收到“求援”信息几
分钟后，该园动管部、保卫科、经

营科和兽医院等多部门联合展
开救援行动：斑马车开道，牵引
车、换乘车组成救援车队，救援
人员使用自助式牵引设备，用倒
车方式将事故车辆拖出危险区
域，随后“遇险”游客全部被安全
转移至安全区域。这整个过程只
需10分钟左右。随后，医护人员检
查游客身体状况， 游客服务中心
人员则对游客进行安抚和善后工
作。尽管只是一场演习，但面对“近
在眼前”的威胁和逼真的情景，游
客们下车时一齐鼓掌， 庆幸安全
“脱险”。

长沙生态动物园有关负责人

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演习，提升各
部门应对突发事件的联合处置能
力和保障能力，积累事故处理经
验，进一步增强安全意识，以保
障游客职工生命财产安全。据介
绍，目前，长沙生态动物园的游
览车辆有15台，车窗采用全封闭
式钢化玻璃和压宽加厚的进口
胶压制，能够承受较大的撞击力，
安全性能比普通客车更好。 游客
一旦在车行游览区遇到紧急情
况， 全园相关部门将紧急联动，
游客在车内只需停留10分钟左
右，便可转移至安全区域。

■通讯员 刘姝伶 记者 陈月红

疫情下的复工复产对银行
服务小微企业的“百行进万企”
融资工作提出新要求。交通银行
主动转变服务方式，主动对接各
类小微企业、 破解融资痛点，构
建新形势下具有交行特色的“百
行进万企”2.0版。

在医疗领域，交行充分发挥
供应链金融“场景化”优势，解小
微企业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如
交行甘肃省分行在全面摸排平
凉医院产业链上游供应商信贷
需求时发现， 其上游某医药类
供应商有资金需求， 立即启动
绿色通道，2天之内企业拿到31
4万元快捷保理融资， 帮助企业
复工复产。

以企业纳税数据为依托的

“线上税融通” 产品和线上实时
自助申请免评估费的“线上抵押
贷”产品，企业主只要用手机扫描
二维码，即可实现线上便捷申请，
申请流程不足3分钟。 值得一提
的是，交行包括江苏省、湖南省在
内的多地分行还在积极对接当
地不动产抵押登记部门， 探索不
动产登记全流程“云办理”模式，为
小微企业融资提速增效。

在疫情可控的前提下，交行
正在有序恢复线下普惠“三进”活
动，并大力推广线上普惠“三进”，
广泛将普惠线上服务嵌入商圈、
园区、 社区等各类小微客户集聚
的线上线下渠道， 扩大客户对接
服务触角，提升“百行进万企”服
务质效。 ■易月 经济信息

抗击疫情期间，一些犯罪分子
蠢蠢欲动，通过各种手段，企图
窃取银行客户的资金，农行湖南
娄底分行分支机构多次配合公
安部门守护住客户的“钱袋子”。

2月25日，该行辖内禾青支
行行长接到镇派出所的电话，称
一名盗窃犯罪嫌疑人可能会来
支行取款， 要求协助查验并堵
截。 支行工作人员立马在系统
查验身份证核对信息， 发现此
人正在2号窗口办理业务。支行
即刻启动应急预案， 稳住犯罪
嫌疑人并报警，协助警方将犯罪
嫌疑人抓获。

2月27日，一名客户向该行
辖内的杏子分理处申请挂失。经
查， 该客户银行卡内原有的8万
余元， 先后在26日晚和27日上

午被人多次在ATM机上取现和
POS机上刷卡转走。分理处迅速
指导客户报案，配合派出所取证
并数次联动查询取款网点和刷
卡商户。几经周折，警方最终锁
定犯罪嫌疑人并一举抓获，追回
了被盗取的8万余元。

3月25日，三名中年妇女来
到该行辖内青树坪支行，要求办
理公证书支取存款业务。柜员在
审核时发现公证书有多处疑点。

内勤行长通过电话向县公
证处求证， 确认此公证书系伪
造。支行即刻将伪造的公证书予
以没收，并向其他网点发出风险
提示。据悉，伪造公证书涉案金
额达2.8万元，因支行把关严密，
防范了客户资金损失。

■王志明 经济信息

本报4月21日讯 年过五
旬的李东（化名）在备考科目二
（驾照考试），借了儿子的车练练
手，没想到撞到了指挥倒车的儿
子。痛失儿子后，妻子与他离婚，
还把他和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
近日，湘潭县人民法院判决了该
案。

倒车出意外
儿子指挥时被撞身亡

李东是湘潭人， 年过五旬。
2019年7月12日晚，正在备考科
目二的他看到儿子开车回家，就
让儿子把车借给他，由他来练习
倒车。

谁也没想到， 惨剧就此发
生。李东操作不熟练，倒车时控
制不住，撞向了正在指挥倒车的
儿子，儿子当场倒地。尽管很快
被送往医院， 但仍没能抢救过
来。交警部门认定李东承担本次
事故的全部责任。

经历了丧子之痛，妻子杨女
士难以面对他，提出了离婚。

离婚后，杨女士与李东多次
找保险公司协商赔偿事宜，保险
公司认为李东是无证驾驶，不同
意承担赔偿责任。 沟通无效后，
杨女士把李东和保险公司作为

共同被告起诉到法院，要求两被
告共同赔偿死亡赔偿金、医药费
等各项损失共计22万元。

赔偿有点绕
保险公司承担6.5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东虽未
取得驾驶资格，但肇事车辆在保
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保险公司
依法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
以赔偿， 余下损失应由李东赔
偿。

死者是杨女士与李东的儿
子，两人已离婚且李东系赔偿义
务人，因死者的治疗及死亡造成
的损失，杨女士除其支付医疗费
外只有请求赔偿一半的权利。保
险公司依法应当赔偿医疗费1万
元及死亡赔偿金11万元，而这11
万元， 李东也享有赔偿请求权，
且保险公司依法可以向李东追
偿，因此由保险公司赔偿杨女士
5.5万元，剩余损失由李东赔偿。

最终法院当庭作出判决，由
保险公司赔偿杨女士6.5万元，
李东赔偿13万多元。

宣判后， 双方均未上诉，该
判决现已生效。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叶炎辉 田婷婷

无证倒车撞死儿子，离婚后前妻索赔
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交强险责任6.5万元，驾车人赔偿13万余元

同一事故中的赔偿请求权不能转让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驾驶人未取得驾

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导致第三人人身损
害， 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公司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
张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本案中，李东既是赔偿义务人又是赔偿权利请求人，
虽然李东在法庭上同意将赔偿请求权转让给杨女士，但李东
负担着接受保险公司追偿的义务，为减少诉累，法院不允许
在同一事故中将负有义务的权利转让， 故判决保险公司在
死亡赔偿金11万元限额范围内赔偿一半给杨女士。

在震荡行情下，以追求绝对
收益为目标的“固收+”产品以其
长期稳健的收益表现博得不少
投资者的喜爱。自带资产配置属
性、能够在股市债市之间平衡配
置的特点，也让“固收+”产品得
以在权益类基金和纯债基金之
间各取所长。

天弘基金固收机构投资部
总经理、天弘永利债券基金经理
姜晓丽认为，纯债基金在周期下
行时风险收益比较差，很难穿越
周期，而“固收+”产品通常兼顾
股票和债券两大类资产，可适当
进行对冲，是解决周期问题的关
键。 经济信息

游览车“抛锚”遭遇猛兽“围观”
长沙生态动物园开展应急救援联合演习

天弘基金姜晓丽：“固收+”产品有望穿越周期

湘潭市标本兼治推进
消防车通道综合治理

助力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交通银行构建“百行进万企”2.0版

护牢“疫”霾下的“钱袋子”

4月21日，长沙生态动物园组织开展2020年上半年度游览车项目“猛兽区车辆抛锚应急救援”联合演习。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