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师说法

昨日前 成都动物园没学生票

今日起 凭学生证进园半价

成都发改委认为动物园先前做法错误 今日将实地调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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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来临，尽管连日高温，但仍未能挡

住学子们四处游玩的热情。 拿着学生证半

价就能去景区游玩，真省了不少。但是，近日

有市民反映， 成都动物园售票窗口却立着

“学生证无用”、“准考证不打折”等显眼的

大字。记者调查发现，这与2012年国家发改

委规定的本科及以下学历的学生可享受半

价优惠的政策有冲突。昨晚，成都动物园表

示，从今日（7月30日）起，对6周岁（不含）

～18周岁（含）未成年人、全日制大学本科

及以下学历学生实行半票。

市民反映

成都动物园 学生证为啥不半价？

炎热暑假， 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去动物

园游玩，动物园树木成荫，动物众多，是避

暑游玩的好去处， 但是近日市民刘先生向

成都商报反映，他是一名老师，前不久到动

物园玩时，在售票口看到“学生证无用”、

“没有学生票，准考证不打折”的提示牌，

向售票员确认时， 对方明确告知园区没有

学生半票这一说法，这让刘先生很郁闷。刘

先生说，他是老师，平时很关注与学生相关

的信息， 他认为动物园20元的门票费虽然

不贵，但是武侯祠和杜甫草堂等景区，对持

有学生证的学生都实行半价优惠， 为什么

动物园就不能给予学生半价优惠呢？

7月26日，成都商报记者在成都动物园

售票处看到，确如市民刘先生所说，窗口处

设有“学生购全票”、“学生证无用”等提

示，前来购票的队伍中，很多带着孩子的人

看到提示后， 不忘再向售票员进行确认，

“学生证没有优惠啊？”，得到的均是“不

能”“要买全票”的回复。

国家规定

国家发改委2012年发文

本科及以下学历的学生可享半票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2012年国家发

改委发文 《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门票

价格优惠政策的通知》（下称《通知》），

通知称为更好地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切

实保护游客利益，规范门票价格管理，现

就进一步落实儿童、学生、未成年人（以

下简称“青少年”）门票价格优惠政策等

有关问题通知如下：各地实行政府定价、

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游览参观点， 对青少

年门票价格政策标准：对6周岁（含6）以

下或身高1.2米（含）以下的儿童实行免

票；对6周岁（不含）～18周岁（含）未成

年人、 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学生

实行半票……

其中第四条指出， 各地要严格按照本

通知要求， 在规定时间内落实对青少年门

票价格减免优惠政策。 县级以上政府价格

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及

票价优惠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对不

执行票价优惠政策规定的，应依照《价格

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予

以查处。

对于动物园至今没有实行学生半价优惠，成

都动物园园长王强解释称， 成都市发改委关于成

都动物园门票价格的核定在2012年1月就完成了，

而《通知》从2012年4月开始实行，而根据成都的

相关规定， 门票价格的核定至少需要三年才能申

请改动。

而对于学生证不能享受半价优惠， 王园长回

应说：“20元已经是我们的成本价了， 对学生实行

半价后，收支可能不平衡”。王园长举例说，一只老

虎每天要吃12斤精牛肉， 按照每斤30多元计算，一

只老虎每天光吃就要花费400元左右， 一年下来一

只老虎要吃15万左右，此外还要给老虎喝水、降温

保暖等，成本开销很大。目前动物园共有3000多只

动物，每年仅动物的饲料费都是500多万，加上水电

费、环境修复等，每年动物的饲养成本高达1000多

万。而动物园的客流量每年大约300万人次，据2012

年的统计显示，免票对象（残疾人、老年人和身高

1.3米以下的小朋友等）约占35.1%。其实，动物园对

学生也有一定程度的优惠，只是针对团体而不是个

人，其中对大学生团体的票价为16元/人，中小学生

团体票为10元/人，幼儿园团体票8元/人。

王园长说，国家发改委下发的《通知》从2012

年4月开始实行至今，已有两年时间，期间成都动

物园并没有接到学生证不能享受半价优惠的相关

投诉，现在既然有市民提出这样的疑问，那动物园

下一次核定价格时，会考虑学生半价的因素，向成

都市发改委提出申请。

20元是成本价

半价后收支不平衡

学生无半价优惠

动物园做法错误

如收支不平衡可向行业主管部门反映

成都市发改委收费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2012年国家发改委下发《通知》后，成都市发改委

于当年3月30日就转发了这一国家规定， 要求各地

执行。据该名负责人了解，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

以学生身份，咨询了成都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

宫、都江堰、青城山、金沙遗址博物馆、永陵博物馆

共7家游览参观点，这些景点有关工作人员表示，具

有本科及以下学历的学生凭学生证均可享受门票5

折优惠。成都动物园不实行学生半价优惠政策是错

误的。此外，对于动物园解释的若实行学生半价后

收支可能不平衡等问题，可向行业主管部门反映。

成都市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 今日一早将安排工作人员到成都动物园进行

调查核实，若情况属实，会督促成都动物园按照相

关政策执行。

成都商报记者 安利平 实习生 吴家家 摄影报道

成都动物园

成都发改委

货车碾压致飞石伤人 法院判司机承担全责

公路乱石伤人，谁该担责？

四川瑞鼎律师事务所毕明雄律师认为， 在不

同路况下，司机、路政管理方和行人将承担不同比

例的责任，具体区分如下：

高速公路上：

路政部门或应承担主要责任

毕律师认为， 高速公路管理方应保证路面不

存在安全隐患。高速行驶过程中，对司机的注意义

务要求相对较低。如果发生飞石伤人，路政部门应

承担主要责任，而司机次之。同时，四川汇西律师

事务所蒲浪律师也表示， 高速行驶的车辆应承担

无过错责任，致人伤亡的，司机均应担责。

普通路面上：

看石头多少，司机担责不同

毕律师认为，在非高速公路上，如果只有一块

石头，即便速度不快，司机往往也很难发现，司机

只承担一定的注意义务， 即便赔偿也仅承担较少

部分。而如果一段路上有很多石头，司机及早发现

并不难，应马上减速缓行，避让行人。否则司机应

承担较多的责任。

施工路段：

施工方应承担告知义务

如果是在施工路段，则施工方应以醒目标志提

醒司机和行人，让对方注意减速和避让，否则一旦

发生事故，施工方应承担较多责任。

在有警示的情况下，司机应负有较高的注意

义务； 但施工方仍应保障通行路面无安全隐患。

在此情形下，如果行人未保持与机动车的安全距

离，自身存在过错，应相应减轻司机和施工方的

责任。

成都商报记者 孙兆云

近日， 温江和盛镇的冯先生有些郁

闷， 他目前的身份是一起盗卖树木案的

销赃犯罪嫌疑人，面临着刑事审判。

去年10月，冯先生经亲戚介绍，说有

人要卖树，见面后，对方称帮自己哥哥处

理9棵皂角树和2棵朴树，因栽种过密，树

木长势不好，可以便宜卖掉。

“我心想自己的苗圃园内刚好有一

块空地，如果买回来栽种，三五年后卖出

去还可赚点差价。” 冯先生接受成都商

报记者采访时称，见面当天，他便随自称

卖树人的犯罪嫌疑人杨伟（化名），一起

前往万春镇的一处苗圃园内看树， 事后

才发现这块地并非杨伟及亲友所有，而

是受害人方先生的苗圃。

“那片园子杂草丛生，一看就没怎

么管理， 对方声称要卖的那些树密密麻

麻地种在香樟树中间。”冯先生回忆称，

“心想这么糟糕的树拿出来便宜处理也

是正常的。” 冯先生当时给出了1.8万元

的价格，杨伟嫌价格低没有同意，当天不

欢而散。“第二天，他（杨伟）又主动给

我打电话， 说如果我能马上找人去挖树

的话，这个价格可以接受。”冯先生告诉

记者，双方在电话中达成了交易。

10月4日上午，冯先生在和盛镇找好

挖土工、叉车和轻卡车，随杨伟等一行人

前往万春镇事发园林挖走了方先生的11

棵树。从中午1点左右到下午6点过，一行

人才将这11棵树陆续装上车， 没想到另

一“出卖人”王成（化名，另一名犯罪嫌

疑人）出现，要求涨价。“他说1.8万这个

价格低了， 要求上调至2万。 我当时不

干。”冯先生回忆称，后来在亲戚的劝说

下，他最终同意增加至2万元。

几个月后，警察突然找上门来，说冯

先生涉嫌销赃犯罪将他带走。“我当时

才晓得卖树的人是骗子， 偷别人的树卖

给我的。”冯先生向记者称，如今两个卖

树的骗子已落网，自己买树花的2万多元

和请工人移栽的1万元损失也打了水漂，

而自己还因涉嫌销赃犯罪被移送检察院

审查起诉，目前被取保候审。

温江区公安分局认为，买树人冯先

生之所以涉嫌犯罪， 关键在于他以明

显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树木。 侦查人

员认为， 作为长期从事花木交易的买

受人（法律专业术语，指买方），应该

发现异常， 并有义务核实这批树木的

真正主人， 但冯先生在买树过程中放

任了自己的行为，没有尽到核实义务，

主观上存在故意， 涉嫌构成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温江花木市

场调查了解到， 温江小额交易通常是现

场交钱、交货，由于一般农户栽种的花木

不需要手续，小额交易也没有签合同，很

难核实真正的货主。此案如果构成犯罪，

意味着这种交易习惯暗藏着巨大的刑事

犯罪风险。

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刁玮伟

认为考虑买受人是否构成犯罪的因

素，主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分析。首

先，主观上需要得出买受人是否知情。

其次，客观上，需要核实购买赃物的行

为、 交易价格是否真的明显低于市场

价格， 鉴定价格是否考虑了交易物品

的瑕疵等因素。

此外，刁玮伟还分析认为，在这种三

角诈骗中，的确存在极大的交易风险。买

受人在无法核实交易物品真实所有人的

情况下， 可以要求出卖人提供身份证明

以核实出卖人的身份， 同时尽可能通过

合同、银行对公账户等形式进行交易，这

样既可以固定交易环节， 也可以固定有

利于买受人的证据，以规避法律风险。

温江公安 成都商报记者 周茂梅

温江男子低价买树

涉嫌销赃

面临刑责

最新

进展

大货车在路上正常行驶时， 车轮

碾起一块石头， 石头飞到路旁将一行

人腿部砸伤。交管部门认定，司机和路

人均无过错，此次事故属于意外。司机

据此拒绝赔偿，后被告上法院。近日，

锦江区法院经审理认为， 司机在驾驶

过程中负有高度注意义务， 对道路上

面的石块本应尽早发现并进行回避，

但仍导致他人受伤， 遂判决司机承担

全部赔偿责任。

2013年5月20日， 廖某驾驶一辆

“红岩” 牌大型货车在道路上正常行

驶时车轮碾起的一块石头砸向路人罗

某，造成罗某腿部受伤。事发后，交管

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此

次事故属于交通意外， 货车司机和路

人都无过错。

不过罗某要求货车司机赔偿，但对

方以交管部门已认定属于意外为由加

以拒绝。协商未果后，罗某将司机廖某

告上了法院。

近日，锦江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本

案中，廖某作为车辆驾驶员，在驾驶过

程中负有高度注意义务， 对道路上面

的石块本应尽早发现并进行回避，结

果致使行人受伤， 从民事赔偿责任的

角度而言，廖某仍应赔偿。

同时，锦江区法院指出，交通事故

认定书是法院作出行政、刑事、民事处

罚或赔偿的主要依据，但这仅是交管部

门根据道路交通相关法规作出，与民事

赔偿并不当然一致。

近日，锦江区法院对该案作出判

决， 廖某对罗某的人身损害承担全

部赔偿责任。 由于廖某在保险公司

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险 ，由

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

偿责任，超出部分由廖某自行承担，

即廖某赔偿1万余元，保险公司赔偿

8万余元。

从今日起

实行半票

成都市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局相关负责人提醒， 如果市民在消费时遇到类似

情况，可拨打价格举报电话

12358

，同时保留好相关证据以便于执法人员有据可依。

温馨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