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要出去打工了，你们
把我娃娃看好。”

贵州省毕节市这两年因
留守儿童不断成为社会关注
的焦点。有基层干部反映，现
在一些家长患上了留守儿童
“政府依赖症”， 认为政府可
以包办一切， 一名乡镇党委
书记曾接到村民如此电话。

沧：不该包办，却该兜底。
觉醒：穷，并非都是环境

和条件贫穷， 更多的往往是
心理和思维贫穷。

王梦斐：有些人就是“我
穷我有理”的思维。

理性： 很多留守儿童的
父母法律意识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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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下期奖池金额：18556519.91元。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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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开奖号码： 6�5�5�6�7�4�8

排列 5开奖号码：4�9�4�3�4

奖级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奖级
直选

排列 3开奖号码：4�9�4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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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廉价到天价，救命药缘何变脸

微议

来论 及时语

■记者 黄娟

“不垫付、不探望、不调解、没
有钱……”日前，一则题为“万一
开车撞了人， 一位退休交警教给
你的方法！”的网帖在微信朋友圈
广为传播， 不少读者也拨打
96258向本报记者求证。 看似操
作简单又如此利己的妙招， 真的
可行吗？ 长沙交警官方微信发声
辟谣，提醒大伙别轻信。

网帖有哪些不靠谱的地方，
三湘都市报记者请来长沙市交警
支队122大队综管中队中队长邵
剑波为大家一一释疑。

朋友圈传开车撞人处理方法：“不垫付、不探望、不调解、没有钱……”

长沙交警：事故处理“妙招”不靠谱

网帖称，“不要探望，不
要去医院找打， 也不要主动
打电话调解。 任何关于医院
的费用你说我没钱， 请和我
的保险公司联系。 最后要赔
多少，完全不用自己管。”

交警部门表示，“不要主
动打电话调解” 是不妥当的。
事故发生后，各方当事人应站

在相互理解、配合支持的角度
来积极处理，就民事赔偿部分
可以自行协商解决。在收到道
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或复核结
论后的10日内， 各方当事人
申请交警调解，应当一致书面
提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
提请民事诉讼。

网帖中所说“最后赔多

少，完全不用自己管”也是不正
确的。交通事故的赔偿调解是
建立在当事各方自愿的情况
下， 需要当事人积极沟通。目
前，在长沙各交警大队，均成立
了由法院、司法、行政、保险等
多部门参与的道路交通事故
调处中心，实行一站式服务，为
当事人提供了多种维权渠道。

网帖最后称，“营养部分，误工部
分，你不要私下答应，当地有一份很
完整的赔偿标准，对方拿出所有的发
票和证明后交警开具调解书，你拿去
保险公司都能报。”

交警部门表示，各方当事人申请
交警调解的，交警部门会根据事故情
况依照道路交通事故民事赔偿标准
依法进行调解， 调解不能达成协议
的，当事人还可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请
民事诉讼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交警：在法定时效内当事人各方一致书面申请才会启动交警调解程序
网帖：不要主动打电话调解

网帖：营养误工费拿给保险公司报

交警：各省每年均会制定相应道
路交通事故民事赔偿标准

网帖称，“不要垫付。如
果交警要扣车，你就让他扣，
15个工作日你直接去交警大
队要验车报告。不给你，就到
交警队‘行政科’提出行政复
议， 然后拿着验车报告去提
车。”

交警部门表示，“扣车”

及“15个工作日”的说法不
准确。 交警部门在解决当事
人医药费和赔偿费等民事问
题上只能协调， 无权强制要
求任何一方垫付或支付。暂
扣车辆是公安机关根据办案
收集事故证据的需要。 根据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

范》的规定，一般不属于特殊
情况下， 在28个工作日内返
还事故车辆。 鉴定或停车费
用，按法律相关规定执行。

事故当事人可以通过到
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
的方式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由法院扣留事故车辆。

交警：不会强制要求垫付或支付网帖：不要垫付

网帖称，“出了事故不要
害怕， 立刻打110和保险公
司。 对方伤重直接拨120，你
留在现场等交警。”

交警部门表示， 发生交
通事故时， 首先应该根据实

际情况来处理， 而非简单地
拨打110和保险公司。适用于
快处快赔的简单事故， 只需
报备保险公司， 不需要再拨
122报警。

需要强调的是，在伤人

交通事故发生以后，当事人
应该在第一时间抢救受伤
人员，标记现场，拨打120急
救电话和交通事故报警电
话报案，并向投保的保险公
司报险。

网帖：出了事故拨打110 交警：长沙城区拨打122比110更实际

网帖提到，“现在你要考虑怎么拿
回自己的行驶证。对方要么接受调解，
愿意接受交警认责比例，把发票给你，
你去报销，然后签字，你拿回行驶证。
不愿意调解， 那就告你。 放心大胆地
开车，有人查你就说有官司在身，行驶
证抵押了。”

交警部门表示， 这种说法是错误
的。在检验鉴定结论生效后，行驶证将
随同车辆一同返还当事人。

交警：行驶证将随同车辆一同返
还当事人

网帖：考虑怎么拿回自己的行驶证

记者调查发现，关键时刻一些
能救命的廉价好用药在现实中却
成为“孤药”。例如专门治疗婴儿痉
挛症的注射用促皮质素（ACTH），
本是一盒仅售7.8元的普通药，但医
院中难觅踪影，在黑市上却被炒到
4000元， 相当于正常价格的500多
倍。（详见本报15日A14版）

近年来关于“孤药”的新闻不
“孤”，从“鱼精蛋白”到在心脏手术
中用来控制血管痉挛的“罂粟碱”
等，都曾出现过紧缺。紧缺，导致廉
价药在救命时刻瞬间“变脸”成天价
药，这背后反映出医药价格管理体
制中的一些“通病”，显然需要对症
下药方能治好。

这病因，首先是价格管制失灵。
我国可能是世界上药品降价频次最
多的国家之一，十余年来，药品降价
了三十多次。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并
不尽如人意。甚至民众感觉，药品越
降越贵。 这其实也不是单纯的感性
认识，而是令价格管制难堪的事实。
对于廉价药，药厂不愿生产，医药经
营公司不愿储备， 而医院也不愿进
货，这种近乎“共谋”的抵制，导致廉
价药终成“孤药”。而涉药的三方，则
积极寻觅价格与利润更高的替代
品， 民众自然在实际就医时会遭遇
到药价越降越贵的怪异现象。 相应
地，连年的降价，也只是有关部门的
政绩表现，民众并未得到实惠。

药品作为一般商品，必然受价
值规律驱动。除了成本决定价格外，
需求也影响价格。那些成为“孤药”
的廉价药，因生产的物料成本低，价
格相应被定得很低，表面上合情合
理。但由于其面对的市场先天需求
不足，定价过低，则必然失去生产经
营的商业价值。廉价药在黑市上“变
脸”成为天价药，看上去是奸商趁人
之危，但其实也是价值规律在起作
用的表现：作为救命药的不可替代
性，作为“孤药”的供应稀缺性，决定
了廉价药的市场价格一定会超出
管制价格。换言之，价格管制下的廉
价药之廉价并非市场决定的，价格
管制非但没有充分考虑到市场需

求因素，反而加剧了市场紧缺，可以
说是好心办坏事：廉价药变天价药，
是不尊重市场价格规律的结果。

痛定思痛， 监管部门决定自
2015年6月1日起取消绝大部分药品
政府定价，可谓是对症下药。日前，
国家深改小组也做出决定， 要健全
政府定价，放开竞争性领域价格，这
表明，不单在药品定价上，今后大多
数商品与服务的价格形成， 都放手
由市场决定。充分竞争后，市场决定
的价格，既能保证供应，也不会出现
500多倍的报复性天价。不过，药品
作为具有公益性的特殊商品，仍需
建立完备的基本药品储备， 方能保
证供应不虞。 ■本报评论员 赵强

杭州市出租汽车行业改
革征求意见稿14日公布，方
案拟取消出租车经营权的有
偿使用费。（9月15日新华网）

改革源自压力。杭州出租
车改革的动力，除了传统出租
车行业自身常年积压的问题
之外，互联网“专车”的迅猛发
展给传统出租车行业带来的
冲击，更是一种难以回避的原
因。新型市场力量的衍生让各
方进一步认识到，传统的出租
车体制已经难以为继，加速改
革，在更趋公平的市场环境中

积极提升竞争力，已是唯一出
路。从此次改革方案来看，无论
是降低份子钱，还是厘清出租
汽车的产权关系，抑或放开出
租车总量和价格管控，都明晰
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传统出租车市场已进入
改革的前夜， 大多数地方或
都存有观望心态， 在等待改
革“顶层设计”的颁布。但相
较之于被动等待， 地方的自
主实践，无疑更值得提倡。一
来， 每个地方出租车行业的
现状和市场形态都不尽相

同， 顶层设计也只能厘定大
体的改革边界， 具体落实上
仍有待地方的“因地制宜”；
二来， 地方层面的试探乃至
先行其实也是对改革方案制
定最务实的建言和参与。

已有的地方改革方案或
许仍并不完善，但改革的主动
性，最为值得各方借鉴。一个
复杂的出租车行业，也必然需
要在众多的改革尝试中，才能
摸索出最佳的出路， 在这点
上，出租车改革无疑有赖更多
的地方行动。 ■朱昌俊

出租车改革需要更多地方行动
“未来能有3%-4%的投资回报

率已经算是不错的水平，5%就已经
是投资的赢家。”

———北京大学国发院宋国青教
授日前在某演讲中表示， 未来经济
增长仍然需要靠投资， 但投资回报
率可能不再有过去那么高， 随便铺
个摊子拿块地就能获利。

“随着中国股市暴跌，携带金钱
前来英国的中国超级富豪人数锐
减。”

———据英国内政部说， 到目前
为止，2015年向中国人发放的“投
资者签证”数量同比减少了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