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官提醒， 交强险是由保险公
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
故造成受害人（不包括本车人员和
被保险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
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
任保险。 其设定的首要宗旨是保障
交通事故中受害人得到及时有效的
赔偿。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具有被
保险人、本车人员、受害人三重身份
的杜枫身处车辆之外时， 因被保险
车辆发生事故遭受损害， 其身份应
当转化为第三者受害人， 应当得到
交强险赔偿。（文中人物为化名）

法官说法

保险那些事儿

本报4月26日讯 司机下车察
看故障， 被自己的车碾压致死，“交
强险”赔不赔？慈利法院审理了这起
因交通事故引起的保险合同纠纷
案。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
维持原判决，受害人家属终获赔偿。

2015年4月14日， 杜枫开着自
家的中型自卸货车出库后， 发现车
有故障，他下车爬到了车底看情况，
就在他修车过程中，因车没熄火，货
车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 往前开了
50米，不幸的是杜枫被碾压致死。

事发后， 保险公司以杜枫是被
保险人、驾驶人为由拒绝理赔。杜枫
的家属起诉到慈利法院， 请求法院
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丧
葬费、 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各项损失
28万元。慈利法院受理该案后，经公
开审理认为， 该起事故符合交强险
的赔偿范围， 判决被告保险公司给
原告因受害人杜枫交通事故死亡所
造成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
人生活费等各项损失11万元。保险
公司不服， 上诉至张家界市中级人
民法院， 二审法院经审理依法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刘华 李靖

“进口实木地板”刚装一个月就变形
因不能提供有效证明，商家被判退款并三倍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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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高远

本报4月26日讯 号称“原装进
口”的实木地板，刚装了一个月就起
拱变形， 买家芮女士一气之下状告
卖家。近日，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这起买卖合同纠纷案，
最终卖家因不能提供检验合格证等
证明材料，被判退款并三倍赔偿。

“进口地板”装一个月就变形

2015年3月，芮女士家中装修，
与该地板家居常德经营部签订《欧
洲进口地板专用定购合同》，合同中
注明该款木地板原产地为奥地利，
总价款为132667元，并由卖家负责
安装铺设。芮女士称，卖家曾承诺地
板采用私人订制方式， 由经销商向
奥地利生产厂家下订单， 系百分之
百奥地利实木地板。

2015年8月， 芮女士发现家里
铺设的木地板全部起拱变形， 质量
根本达不到卖家所承诺的品质要
求， 此时距离地板安装完毕后仅一
个多月。芮女士向工商部门反映后，
被告向工商部门提供的资料不能证
明向原告销售的地板是奥地利原装
进口的实木地板。 芮女士多次找卖
家协商未果，故诉至法院。

商家按三倍购货款赔偿买家

法院审理后认为， 原告因家庭
装修需要向被告购买木地板， 双方
签订的《欧洲进口地板专用定购合
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
有效。 原告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购
货款， 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原
告提供商品和服务。

在本案中，原告家中木地板，在
安装后短时间内就发生起拱变形现
象后， 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提供木地
板的产地、生产者、检验合格证明等
有关情况的证明材料。 被告向法院
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销售的木地板
是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奥地利原装
进口木地板。 所以法院认为在向原
告销售过程中存在有以虚假或引人
误解的商品说明进行商品销售的欺
诈行为，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最终法院判决卖家返还芮女士购货
款132667元，并按购货款的三倍（即
398001元）对原告芮女士进行赔偿。

山核桃早餐糊 免费领取
■前 １００ 名打进电话者，免费吃 ■免费领取电话 400-１１７-9００9

南京同仁堂新品 高血压 高血脂 糖尿病 失眠便秘等慢性病吃早餐可调理

俗话说，若要身体好，早餐要吃好。
很多高血糖、高血压、失眠便秘等慢性病

患者，常年吃药，但总不见好，药越吃越多，病
却越来越重，原因何在？ 南京同仁堂研究人员
研究３０００个祖方名方得出：人年纪大了，
脾胃虚弱，大脑退化，不仅饭吃不好，饭菜的营
养吸收不上， 连药物的吸收利用都非常低，这
样病怎能好得快？ 怎能好得了？ 山核桃早餐糊
是集同仁堂食疗百年而配伍出的一个调理脾
胃、补脑益精的食疗秘方，它不是药，是中老年
人康复慢性病的营养特膳， 它能让人好好吃
饭，能让脾胃发挥升清（吸收）和降浊（排毒）作
用，它能补脑益精，能让大脑重新焕发活力，让

肾气充盈饱满，腰好肾好，精神百倍！是中老年
人健康养生、益寿延年的上好佳品。

为响应全民健康计划，倡导“先进厨房，再
进药房” 的科学养生理念， 南京同仁堂特奉献
１００００盒山核桃早餐糊免费向全国民众发
放，患有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前
列腺疾病、失眠便秘等中老年慢性病的患者可优
先领取。因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 100名打进电话
者，不得重复申领，机会难得请抓紧，相互转告。

打个电话：400-117-9009， 价值 298 元
的山核桃早餐糊快递到家，健康从食疗“小早
餐”开始，养好脾胃，补好大脑，好好吃饭，向食
物要健康，向自然要长寿。

一本好书，巧遇咳喘良方
咳喘无论白天黑夜都在

侵袭着中老年朋友的身心健
康。 咳的难受，喘的厉害，备受
疾病的折磨和煎熬。 一本好书
记载了古时候医学家孙思邈的
咳喘妙方， 今日帮你如何对抗

咳喘病，让你呼吸畅通，不咳不喘轻松度晚年。
读懂这本书，孙思邈教你康复咳喘病

《孙思邈与咳喘防治》中记载了孙思邈
夜治咳喘的独特疗法与很多食疗、 药补、中
药调理的方子，孙思邈以独特的视角，为读
者全面揭示咳喘病治疗的传统误区，深度揭
秘“夜间治咳喘”疗法的医学理念与具体实
施方案，给您讲述一个不一样的咳喘病防治

妙招，让老咳喘患者受益无穷。 针对发病诱
因入手 ， 深入浅出的揭示了老咳喘发病根
源，并对治疗方法进行了科学剖析 ，提出了
具体的解决方案，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融知
识性、科学性、实用性为一体，堪称是老咳喘
读者的活字典、教科书 ，不仅汇集了孙思邈

“夜治咳喘”的观点，还收录了大量的真实案
例和防治方法，便于老咳喘患者对照学习。

专业人士评论说： 该书集合各种呼吸系
统疾病的治疗要点、解决方案于一身 ，阅读
本书，就能让咳喘、肺病等患者的一切病症、
疑问，都能在书中找到答案。 看完读懂这本
书，让您学会康复咳喘病！

不花一分钱 免费教你巧治老咳喘

ISBN�978-7-5308-9224-4

免费申领热线： 400-023-9565

改善薄弱学校办学条
件， 推动城镇居民医保，开
展廉租房建设……记者近
日从湘潭县财政局获悉，去
年，湘潭县财政加大民生投
入，竭力惠及民生，让群众
有了更多的“获得感”。

2015年，湘潭县财政工
作紧紧围绕“强工壮县，惠
农富民”的战略部署，努力
克服增速换挡、 结构调整、
产能消耗“三期叠加”的环
境影响， 积极生财聚财，科
学理财用财，促使财政收入
稳步增长。

不断增长的财政收入
让民生投入有了坚实保障。

2015年，湘潭县各类民生支
出31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72%。其中，投入7.8亿元，推
进统筹城乡就业、 养老保
险、城乡低保救助和农村五
保供养扩面提标等社会保
障工作；投入7.7亿元，全面
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
本办学条件，支持合格学校
建设，开展助学资助，促进
教育事业发展。

同时，投入5.4亿元推动
新农合、 城镇居民医保、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等医疗卫
生方面的工作；投入7.8亿元
提升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现
代农业等农林水事务方面

的服务水平；投入2.2亿元开
展交通运输、 廉租房建设、
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等其
他民生工作。

另一方面，保障基层运
转。重点加强对乡镇、村级
运转的经费保障，全年安排
乡镇村级运转经费3.2亿元。
2015年起，该县村级运转经
费标准由7万元/村提高到8
万元/村，村干部工资及养老
保险从800元提高到1200
元。同时，启动了“三项补
贴”改革试点工作，推进了
农业保险、“一事一议”、现
代农业等一系列强农惠农
工作。 ■记者 刘晓波

湘潭县：财政惠民生 幸福更给力
去年各类民生支出占全县财政总支出72%

本报4月26日讯 今日
下午，省纪委通过其官方网
站三湘风纪通报：郴州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向阳涉
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
织调查。

李向阳，男，汉族，1961
年9月出生，嘉禾县人，在职
硕士研究生文化。1985年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
7月参加工作， 历任郴州市
北湖区委副书记，郴州市旅

游外事侨务局党组书记、局
长，桂阳县委副书记、县长，
桂阳县委书记等职务，2014
年1月至今任郴州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

■记者 龚化

郴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向阳接受组织调查

司机被自己的车碾死，
“交强险”赔不赔

死者是第三者受害人
应当赔偿

4月26日，小丑艺术家在株洲街头与路人留影。当天，株洲方特第五届国际小
丑节拉开帷幕。小丑艺术家们打破传统观念，将小丑艺术表演从舞台搬上街头，
与市民近距离亲密互动。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周鹏伟 摄影报道

“小丑”
上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