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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由阳光人寿发起的
“阳光之星爱心计划”捐助活动
在江苏淮安顺利举行。 活动中，
阳光保险在全国范围内援建的
第65所博爱学校“阳光之星博爱
小学”， 在韩桥乡中心小学正式
揭牌。阳光人寿向该校一次性捐
赠爱心款20万元，用于改善学校
教学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

向学校师生捐赠了包括篮球等
价值2万元的体育用品。

据悉，“阳光之星爱心计划”
由阳光保险以及其旗下的公益
基金———“阳光之星爱心基金”
每年投入约200万元的公益费
用， 用于捐建阳光之星博爱学
校， 并向捐建学校的孩子捐赠
阳光跑鞋， 支持边远地区贫困

孩子的运动梦想。
阳光保险自成立以来，累积

承担社会风险超1100万亿元，
已支付各类赔款超1850亿元，
上缴税收超490亿元，累计为超
4.1亿客户提供保险保障， 在各
项公益慈善事业中累计投入超
4.2亿元。 ■彭溪

经济信息

“阳光之星爱心计划”走进江苏淮安

“价值8.3万元的助听器寄到
长沙来维修，谁知快递到了长沙中
转部后再无物流更新。”11月24日，
市民陈先生告诉三湘都市报记者，
包裹丢失后，快递公司以物品未保
价为由， 提出最高2000元包裹丢
失赔偿方案，这令他无法接受。

包裹在运输过程中丢失， 快递
公司给出的赔偿方案是否有法律依
据？快递损毁丢失赔偿，谁说了算？

【事件】
助听器丢失，最高赔2000元

陈先生介绍，10月8日，他在株
洲市茶陵县湖口镇使用中通快递，
将3副助听器寄到长沙市开福区湘
雅路的维修点维修，“10月9日上午
3点25分， 物流信息显示包裹已到
达长沙中转部，之后再无更新包裹
送达动态。”

“3副助听器总价值8.3万元，
其中一副AL477型号是2013年花
费9980元购入的。”陈先生说，包裹
丢失后，快递公司以贵重物品没保
价为由， 提出最高2000元现金赔
偿方案。

陈先生认为，在寄快递时已跟
快递员说明寄递物品是助听器，若
运输贵重物品存在丢失风险，快递
员则有义务主动提醒用户购买保
价服务。 中通快递方面回应称，用
户在寄快递时，快递运单背面的服
务协议中，对物品运输赔偿有明晰
条款， 且助听器使用7年后应折价
计算，“2000元是公司最高赔偿标

准，但考虑用户实际情况，我们也
在争取更高的赔偿金额。”

【提醒】
快递贵重物品要记得保价

快递暂行条例》第二十七条指
出，快件延误、丢失、损毁或者内件
短少的，对保价的快件，应当按照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与寄件人约
定的保价规则确定赔偿责任；对未
保价的快件，依照民事法律的有关
规定确定赔偿责任。

此外，《邮政法》第四十七条规
定，未保价的给据邮件丢失、损毁
或者内件短少的，按照实际损失赔
偿，但最高赔偿额不超过所收取资
费的三倍；挂号信件丢失、损毁的，
按照所收取资费的三倍予以赔偿。

“保价费一般费用比较低，为
消费者申报金额的1%-3%。 若出
现快递丢失的现象，保价有利于快
递物品毁损时向快递企业主张损
害赔偿责任。” 长沙市邮管局市场
监管科相关负责人提醒，围绕快递
损毁、丢失引发的消费纠纷日益增
多，市民在邮寄贵重物品时，应向
快递员申明物品货值并且购买保
价服务。

此外，中国快递协会原副秘书
长邵钟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消费者在寄快递前，应熟知所选快
递公司的赔偿标准，“快递一旦寄
出，便等同于消费者认可公司的赔
偿条款。”

■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周珈萱

本报11月25日讯 停车挡道
了， 接到移车电话催促才姗姗来
迟，双方发生口角起了冲突，株洲
人陈先生在争执中滑了一跤摔倒
在地，站起身后再次瘫软倒地失去
意识，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家人把跟陈先生起争执的杨
某和龙某父女共3人起诉到茶陵县
人民法院，要求承担因陈先生死亡
造成的损失中的六成，赔偿69万多
元。今日，记者从株洲中院获悉，该
院近日二审宣判该案。

陈先生的家人认为，3人采取
不合理、不合法的方式予以理论争
吵、相互推搡，已超出合理的程度
和范围， 且怠于履行救助义务，应
当承担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长时间的争吵
容易使人情绪激动， 并对呼吸、心
跳、血压等体征产生影响。本案中
争执的4人没有合理化解纠纷，争
执期间陈先生倒地，三被告均未参

与施救。 陈先生抢救无效后身亡，
争吵行为与陈先生的死亡具有因
果关系。

本案中4人因琐事引发纠纷，
双方未能理性处理并控制情绪,导
致悲剧的发生,值得警醒。死者将
车辆停于横路，电话催促后仍迟延
挪车并与被告发生争吵， 显属不
当，三被告未理性解纷，亦有不妥。
死者未进行尸检，争吵行为的原因
力大小无法认定。 被告3人参与争
吵的程度不同，承担的责任也应有
所区别。 法院酌定由龙某承担5%
的责任， 龙某的女儿承担3%的责
任，杨某承担3%的责任。据此，法
院判决龙某赔偿陈先生家人5.7万
元， 龙某的女儿与杨某各赔偿3.4
万元。

杨某不服， 上诉到株洲中院。
近日， 株洲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凌玉霞

本报11月25日讯 “这张
56年前的欠条还能否兑现？”株
洲市民罗先生在搬家时， 意外
翻出一张父亲56年前借钱给大
队的欠条。时隔半个多世纪，这
张欠条还能否追回借款？今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陪同罗先生找
到了相关单位。

【旧账】 搬家时翻出一张
56年前的欠条

罗先生说，今年4月，家人
在为年近九旬的母亲搬家时，
无意中翻出一张欠条， 上面写
道，“今欠到罗家样同志五八年
统管资金（由信用社转出）现金
壹佰玖拾叁元零角零分整是
实。”落款为万丰大队，还盖有
公章，单位为“株洲市郊区马家
河人民公社万丰大队”，欠条上
还有“第52�号”字样。落款时间
为1964年3月20日。

罗先生的父亲年轻时在当
地一家建筑公司上班， 因为勤
奋节约， 当时家里经济条件还
算不错。按照欠条的字面意思，
这193元应该是父亲于1958年
借给万丰大队的，1964年补打
的欠条。20多年前，他们曾拿这
张欠条找到村干部， 当时答复
是村里经济不富裕， 等以后富
裕了再还， 后来就没有再提起
此事。

“我们找了现在的社区居
委会， 社区干部称这笔钱应该
还了，欠条没收回去。”罗先生
说，这种说法让母亲难以接受，
那时候能拿出100多元，算是一
笔巨款。

【社区】 核查欠条真实性
后会妥善处理

记者陪同罗先生来到株洲
市天元区马家河街道万丰社区
居委会，负责人罗建文表示，此
前是社区另一名工作人员在处
理此事， 他不知道这名工作人
员的答复会让罗先生一家不满
意。罗建文表示，社区将会根据
罗先生提供的相关情况， 进行
走访调查， 争取弄清欠条的真
实性，“如果能够查明欠条属
实，一定会妥善处理。”

“还不还钱都无所谓，就是
想要个说法， 给母亲一个交
代。”罗先生说。
■记者 杨洁规 实习生 何日峰

搬家翻出56年前的欠条，还能追回吗
社区：核查真实性后会妥善处理 律师提醒：借条、欠条别混淆，两者都存在“有效期”

罗家样老人留下的欠条。 记者 杨洁规 摄

借条和欠条， 是日常
生活中常见的条据。 乍看
之下， 二者似乎是同一回
事，但两者存在很大区别。

借条，是表明债权债务
关系的书面凭证，通常用于
日常生活及商业管理方面，
由特定的借款事实产生；欠
条虽然同样是日常民商事
活动中常用的条据，但其形
成的原因更加多样。

但借条和欠条有一个
重要的不同点， 二者的有
效期起始点不相同。

借条的“有效期”从
借条中写明的具体还款
期限届满的次日起算，债
权人超过3年未向法院起
诉的，法院不再保护，债务
人可以不用再还款。 借条
中没有约定具体还款期限
或约定不明确的， 诉讼时
效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偿
还而被债务人拒绝偿还的
次日起开始计算， 诉讼失
效期为3年。 但需注意的
是， 债权人在权利被侵害
起20年内没有主张权利
的，法院不再保护。

欠条中约定了清偿

欠款日期的，有效期同样
为3年。 没有约定具体清
偿欠款日或约定不明确
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
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
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
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
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
债务人在向债权人出具
欠条时，已经构成了对债
权人权利的侵害，诉讼时
效从出具欠条的次日开
始计算，诉讼时效为3年。
同样，债权人在权利被侵
害起的20年内没有主张
权利的，法院不再保护。

债权人如何避免权
益受损？当债权人以口头
方式、书面通知方式或提
起诉讼等方式要求债务
人返还，或者债务人主动
承诺返还时，诉讼时效就
会中断， 借条和欠条的
“有效期”也会重新计算。

律师提醒， 在日常生
活中，千万不能将借条和欠
条混淆使用，否则将可能导
致自己的权利提前过期。

律师：注意！借条和欠条都存在“有效期”

助听器快递途中丢失
价值超8万只赔2000元？
快递公司：物品未保价，2000元是最高赔偿标准

男子争执中摔倒身亡，家人索赔69万
法院：争吵与死亡有因果关系，3人共承担约一成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