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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0日讯 各位正
在为出国做准备的考生们请注
意， 今年4月的多个考试取消
了。今天，各机构陆续宣布取消
2020年4月中国大陆地区的雅
思、托福、GRE考试。

据雅思官方发布通告，教
育部考试中心与英国文化教育
协会按要求即日起取消中国大
陆地区2020年4月各类雅思考
试， 考试费将全额退还至考生
个人报名账户。 已主动申请退
考4月雅思考试的考生， 需通
过雅思考试报名网站提交退费
申请。

鉴于疫情传播的不确定
性，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将继续
遵循中国政府关于防疫的指

示，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
确保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第一
时间恢复考试， 并将增加雅思
机考和纸笔考试的考位以满足
考生的需求。

与此同时， 经美国教育考
试服务中心（ETS）与教育部考
试中心（NEEA） 双方商讨决
定， 将取消中国大陆地区4月
份所有托福和GRE普通考试。

ETS表示， 目前正在努力
为所有受影响考生提供便捷
的转考服务。 另外，ETS已将
考试取消的情况以及可能对
中国考生带来的影响陆续通
知全球认可院校，并希望他们
对因此造成的提交分数延迟予
以理解。 ■记者 黄京

买珠宝每月可返利？
宁乡破获1.4亿余元传销大案

本报3月20日讯 买珠宝不花钱，
还可以分红，你相信有这样的“好”事吗？
今日，宁乡市公安局通报，该局破获一起
打着买卖珠宝的幌子利用消费返现发展
会员的传销大案，涉案金额1.4亿余元。

2019年4月， 宁乡市公安局经侦大
队民警根据湖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下发
的相关线索， 对长沙存爱珠宝有限公司
疑似通过网络开展传销活动展开调查。

工商资料显示， 长沙存爱珠宝有限
公司成立于2018年6月21日， 注册地位
于长沙市岳麓区岳麓街道一民宅内，经
营范围包括珠宝、黄金制品、文化艺术收
藏品销售等，注册资本为一亿元，法人代
表为彭某。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取证，一
个以彭某、宋某、赵某为首，通过买珠宝
返利分红的消费模式， 引诱他人缴纳会
费成为会员的传销团伙浮出水面。

2019年6月5日，经侦大队民警在长
沙、西安等地将彭某、宋某、赵某等18名
主要犯罪嫌疑人抓获。

彭某交代，2018年6月他和宋某、赵
某等人在长沙市岳麓区注册成立长沙存
爱珠宝有限公司，打着“购买钻石还能获
得该款产品10%的返利分红”的口号，通
过互联网推广、 召开培训会等途径进行
大量虚假宣传。 存爱珠宝分别设置了两
种消费套餐， 分别为15391元和28139
元，消费者可以按金额挑选珠宝。同时，
根据是否进行业绩开发， 存爱珠宝将消
费者分为两类， 开发业绩的消费者每月
最多获得2500元的返利分红，直到消费
金额全部返利完毕， 针对没有做业绩的
消费者每月则是返利最高1250元直到
全部消费金额返利完毕。

以消费为门槛，按月消费返利，通过
此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拉人头”方式，
该传销组织共计发展会员10408人，形
成“金字塔”式层级104层，涉案金额1.4
亿余元。

目前，彭某、宋某、赵某等18名犯罪
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等待他们的
将是法律的严惩。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冯胜

本报3月20日讯今日，长
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通报了一
起快递员撞伤路人的纠纷，快递
员和快递公司被判赔9万余元。

2019年4月5日11时许，快
递员周军驾驶的电动三轮车
将正在骑电动自行车的宾娜
撞伤， 导致宾娜住院治疗12
天。交警部门认定，周军对该起
事故负主要责任， 宾娜负次要
责任。经司法鉴定，宾娜被评定
为十级伤残， 后期治疗费预计
约需7000元或以实际发生为
准，误工时间6个月，需一人护
理2个月，营养期限2个月。

在宾娜住院期间， 周军共
支付了医疗费23607元，但双方
始终无法就赔偿问题达成一
致。于是，宾娜将周军、长沙某
快递有限公司诉至开福区法
院，索赔各项损失14万余元。

庭审中，周军认为自己是
在为公司寄送快递件时发生
的事故， 系履行职务行为，故
应由长沙某快递有限公司承
担全部责任。对此，长沙某快

递有限公司却辩称，周军并非
其员工， 事故与其没有关系，
其不承担任何责任。

法院查明：该快递有限公
司加盟了上海某货运有限公
司，成为湖南长沙开福区某公
司的特许经营者，双方约定被
特许人独立对外开展快递经
营业务，独立对外承担法律责
任。周军与长沙某快递有限公
司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双方
约定了计件付费并按月结算。
经查询，周军2019年4月5日上
午所送的6件快递均为该公司
安排。

法院认定周军承担70％的
责任，宾娜承担30%的责任。周
军是在派送快递时发生的事
故，依据法规，用人单位应承担
侵权责任。 本次交通事故造成
各项损失共计13.6万余元，被
告方应承担9.5万余元，扣除周
军已垫付的2万余元医疗费，
被告还应赔偿各项损失7万余
元。（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刘笑贫

“走不了，要等消防火情
调查和保险路损鉴定结果出
来，才能交差回去。”连新祝
告诉记者，3月7日货车在高
速公路起火后， 他们被困在
二广高速临澧县境内。 因疫
情期间，附近没有旅店营业，
两人只能蜗居在这长2米，
宽不足两米的驾驶室内，4
平方米的车头成为他们暂居
的“家”。

打开驾驶室车门，“蜗
居”杂乱而逼仄。小小的空间
被分为工作和生活两个区
域，前端工作区域是驾驶位，
座椅间一个白色的储物箱是
唯一的家具， 除了储物还要
充当餐桌茶几。 生活区域是
一个上下铺， 床上堆满了衣
物棉被， 床头摆放着两箱方
便面。由于空间有限，两个山
东大汉在床上无法坐直，想
翻个身也很难。

连新祝告诉记者， 他们
3月5日从山东威海出发，车
上满载医疗防疫物资， 运往

云南昆明，本计划3月9日到
达目的地， 一场毫无征兆的
大火阻断了行程。

3月7日下午4时， 行经
常德管理处临澧县境内，在
二 广 高 速 公 路 东 常 段
K1888米处北往南方向货
车突发起火。 为减少损失，
连新祝当机立断将车头卸
下。“火来得太快，沿着轮胎
一下就蹿到车厢上，整个车
身几分钟就陷入一片火
海。”王洪波回忆道，事故现
场公路路面与护栏受损严
重，现场一片狼藉。

连新祝和搭档王洪波年
龄相仿，年近50，都有着20
多年的驾龄， 经历如此重大
事故还是头一回。“车是老板
的，全险，现在要等消防火灾
鉴定书和保险定损定责等事
宜， 消防员说， 下周能出结
果。”这期间，他们俩就睡在
货车车头内， 白天除了在停
车场周围转悠， 活动空间基
本锁定在小小驾驶室。

“多亏湖南老乡照应，不然撑不下去”
意外：山东货车自燃，司机在驾驶室蜗居十余天 温暖：停车场老板和村民为其提供生活便利

“一场大火，把我们困在了异乡，十多天都睡
在驾驶室， 全靠停车场老板和周边湖南老乡照
应，不然肯定撑不下去。”3月20日，二广高速经常
德市临澧县境内救援站停车场内突兀停着一辆
红色的货车车头，这就是山东货车司机连新祝和
王洪波两周来的栖身之所。

两周前， 他们驾驶的大型挂车自燃起火，
17.5米的货车除了车头， 车身部分连带100多万
的医疗器械物资都付诸一炬。

货车自燃，驾驶室成“蜗居”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澧
水边的老乡都很淳朴、热情，
感谢他们的照顾。”说起这十
多天的生活， 连新祝和王洪
波言语间满是感激。采访中，
这两个山东汉子说得最多的
就是“谢谢”。

3月7日，火灾事故后，货
车便被当地路政救援中心拖
运至附近救援站停车场，停
车场老板钟利是两人遇见的
第一位“贵人”，给予他们最
实在的帮助则是共用“食
堂”。

疫情期间，加上地处偏
僻，一日三餐成为摆在两人
面前的首道难题。“救援站
停车场实际上就是一个小
院，只能停两三辆车，加上
钟老板也只有三个人，能量
却不小。”十多天，连新祝亲
眼目睹救援站停车场多次
在半夜帮助抛锚车主摆脱
困境。

“南来北往皆是客，他
人有难， 不能袖手旁观。”钟

利说， 考虑到特殊时期难以
解决伙食问题， 厨师另外给
两人开了“小灶”，“山东人吃
不了辣，不太忙的时候，会多
做一份。 遇到救援站停车场
较忙时， 就把厨房借用给他
们，让他们自己做。”停车场
还免费提供洗漱和洗澡场
所， 闲下来钟利总会主动开
导劝慰他们，“别急， 都会好
的。”

得知两人的遭遇， 周边
的村民特意送来新鲜蔬菜。
“老乡们都很淳朴，我们要给
钱坚决不收，嘘寒问暖，担心
我们晚上睡觉会冷。”连新祝
很是感动。

18日上午， 湖南省常德
市临澧县消防救援大队“小
红帽”志愿服务者带着水果、
方便面和好消息登门，“最迟
下周就会出结果， 你们就可
以回家了。”

连新祝感慨，“危难之
时，能够得到这么多关爱，真
是幸运。感谢大家，谢谢！”

南来北往皆是客，澧水情暖外乡人

■记者 张洋银

送货途中撞伤路人，快递公司判赔70%
法院：在派送快递时发生事故，用人单位应承担侵权责任

4月中国大陆雅思、托福、GRE考试均取消

18日，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
消防救援大队“小红帽”志愿服
务者带着水果、方便面来看望被
困司机。 通讯员 陈自德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