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黄出差遇车祸身亡，
在工伤保险理赔时，青羊区社
保局扣除了小黄父母已从肇
事方获取的近17万元死亡赔
偿金，最终仅支付39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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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野生核桃油
全家人的“营养加油站”
139元买400毫升核桃油送1斤核桃仁

买够网生活馆向大家特推的是吉檀迦利
黄金核桃油。它精选生长在香格里拉高原深
山海拔 3000 米以上的野生铁核桃为原料，坚
持“13 份核桃 1 份油”原则，经国际先进的“低
温冷榨法”精炼而成，属于可直接食用的植物
类油。厂家特别给出大力度优惠：139元买400
毫升核桃油送 1 斤核桃仁。此次特卖仅在买
够网生活馆，活动时间只有三天！ （余兰）

知名品牌羊绒特卖会 明日起温暖来袭
买够网生活馆携手斯庆高娃羊绒服饰公司为市民带来上百款数千件羊绒产品，全场2~4折

时间：2017年1月6日~8日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花牌坊街185号（省
档案馆隔壁），可以乘坐4、7、37、62、340
路公交抵达附近。

咨询热线：028-86626666 （广告）
斯庆高娃羊绒衫

2017年元旦，眉山市仁寿县识经镇
龙主村里，没有一丁点节日的喜悦。这
一天，该镇白凤九年制学校七年级学生
王艺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此举行，三百余
名父老乡亲恸哭声声。一天前，该村女
孩王艺跳下山间池塘，救起两名落水学
生，但13岁的她却沉入冰冷的水底。

昨日，眉山市仁寿县识经镇镇长何
良慧称，镇政府已为其启动见义勇为先
进个人的申报工作。

池塘边玩耍 两个孩子先后落水

父母在外务工，王艺自小便跟着外
公张明光生活。2016年12月31日下午2
时许，和往常一样，在家帮助外公外婆
做完家务后，王艺与仁寿县识经镇白凤
九年制学校一年级学生曹洋（化名）、五
年级学生钟超（化名）一同来到离家不
远的山坡上玩。山坡上，有一口深约 2
米的池塘，做平时村民灌溉等之用。

张明光告诉记者，事后他了解的情
况是，当时曹洋觉得鞋子上有泥，便来
到池塘边擦洗鞋子，就在擦洗完准备离
开时，脚下踩着的石头一滑，便跌入池
塘。曹洋落水后迅速下沉，连哭都哭不
出来，只能挥舞着双手试图挣扎出水
面。几个一同玩耍的小朋友见状都愣住
了，离曹洋最近的钟超跑到池塘边伸手
去拉。斜着身子的钟超重心前移，刚拉
住曹洋，不料自己却一同坠入水中。

冷水中，两名孩子一边扑腾挣扎，
一边大声呼救，岸上的孩子开始大哭。

奋力托起同学 她自己却沉入水中

不远处的王艺听见呼救声，三步并
作两步奔到池塘边，连衣服也来不及脱
便跳入冰冷的水中。目击的孩子说，王艺
下水后马上就用手托住靠近岸边的曹
洋，用尽所有力气将他送到岸上，此时，
曹洋脸色都发紫了。手搭着岸边的石头

喘了两口气，王艺转身看见约两米远的
钟超只有头顶时隐时现。她又奋力靠近
钟超，用手紧紧抓住她，用尽最后一点力
气将其托举上岸。但是，王艺自己却慢慢
沉入水中，再也没能回到岸上。

旁边的孩子有的跑下山坡去呼救。
但池塘与山下的村庄靠小路连接，成年
人快步也需要 10 多分钟才能抵达。最
先抵达的是张明光的兄弟，此时，池塘
水面已经见不到王艺的身影，两个浑身
湿透的孩子瑟瑟发抖。

一个小时后，在多位村民的共同努
力下，王艺被打捞出池塘。刚才还活蹦乱
跳的外孙女如今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张明光脑袋一片空白，连说话的力气都
没了，甚至报警电话都是别人拨打的。事
后，张明光说，王艺从来没有专门学习过
游泳，在他的记忆里，王艺不会游泳。

眉山市气象部门数据显示，当天，
仁寿县室外温度仅有8℃。乡村山坡上，
池塘里的水温更低。仁寿警方表示，已

排除他杀，初步推断王艺系水温过低，
体力严重透支溺水而亡。

三百乡亲相送
当地将申报见义勇为

龙主村为王艺举行了简单的遗体
告别仪式，自发前来瞻仰吊唁的三百多
名父老乡亲站满了一条几公里长的乡村
水泥路。王艺的老师潘英说，王艺一直以
来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王艺的事
迹上网后，短短三天时间，已有上万网友
为她点赞留言、寄托哀思。1月3日，眉山
市关工委执行主任牟刚俊、团市委书记
梁宁、眉山市关心下一代基金会秘书长
苏东荣等人到王艺家中慰问其家人。

1 月 4 日，眉山市仁寿县识经镇镇
长何良慧称，目前，镇政府已将王艺的
事迹上报县政法委，拟为其申报见义勇
为先进个人称号。

潘建勇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青羊区社保局：
将在15日内答复

当日下午，青羊区社保局徐副
局长在接待小黄父母时称，该局已
收到这份判决书，对于判决书本身
表示认可。这是青羊区社保局受理
的第一例补足差额的工伤保险审
批案例，也是成都市第一例工伤保
险待遇补差案，不过徐副局长表示
将在法律规定的 15 天内给小黄父
母一个答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学研究中
心主任、博导史际春教授指出，工伤
保险属于广义的人身保险，而人身是
无价，该案中黄父母获得“双倍赔偿”
也是理所当然的。最高院出台司法解
释明确职工遭受他人侵权类工伤时
可获得“双倍赔偿”，也是为了防止出
现地方差异，在全国范围内规范、统
一裁判标准。虽然中国不是判例法国
家，但成都中院的这一判决是正确
的，充分保护了老百姓的合法权益，
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

全程代理此案的张映贵律师建
议，出现此类事故后，受害人应首先
向第三方索赔，同时还要申请工伤认
定，以最大可能地获得人身侵权赔偿
及工伤保险待遇的“双倍赔偿”。

成都商报记者 王英占 摄影报道

成都中院终审认为，小黄
父母从肇事方那里获得民事
赔偿，不构成其依法享有工伤
保险待遇的障碍，最终判决青
羊区社保局再支付近17万

儿子车祸身亡 父母获得“双赔”

就算肇事方赔了
工伤也不能打折

小黄出差途中遇车祸身亡，小黄的父母从肇事方获赔
28万余元。在工伤保险理赔时，青羊区社保局扣除了小黄父
母已从肇事方获取的近17万元赔偿金，最终仅支付了39万
余元。小黄父母认为，青羊区社保局的做法违法，遂将该局诉
至法院。

成都中院终审认为，小黄父母从侵权人肇事方那里获得
民事赔偿，不构成其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待遇的障碍，最终判
决青羊区社保局再支付近17万。也就是说，黄父母将获得
“双倍赔偿”。

1月3日，黄父母到青羊区社保局理赔，青羊区社保局徐
副局长称，此案是成都市社保系统补足差额的第一案，目前
正在请示处理中。

儿子出差身亡
社保局补差支付39万

1 月 3 日下午，小黄的父母来到
青羊区社保局索要工伤保险待遇。

黄父说，小黄本是四川一家工程
设计公司的勘察设计人员，经常出
差。2014年10月26日，小黄受单位指
派前往遂宁收集项目资料。不料途中
与一辆半挂牵引车发生碰撞，小黄当
场死亡。后经协商，肇事方向黄父母
赔了 28 万余元，其中一部分为死亡
赔偿金16万余元和丧葬费6269元。

2015年4月，小黄的死亡被认定
为工伤。2015年11月，青羊区社保局
通过小黄生前所在公司向黄父母支
付了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37 万余元、
丧葬费 1.7 万余元。但该局在计算工
伤保险待遇时，扣除了黄父母已从肇
事方获得的相关赔偿金约 17 万。换
句话说，小黄父母本应获得的工伤保
险待遇应该在56万左右。

小黄父母的代理人四川舟楫律
师事务所律师张映贵认为，人身损害
赔偿属于私法领域的侵权赔偿，与工
伤保险待遇属于公法领域的福利待
遇是不同的，二者是不同的救济途
径，该局应当全额支付。

随后，小黄父母将该局告上法
院，索要差额部分近17万元。

成都中院终审：
社保局再给近17万

该局认为，按照四川省政府关于
贯彻《工伤保险条例》实施意见等规
定，因第三方责任造成工伤，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应当采取补足方式支付
工伤保险相关待遇，因而才扣除了小
黄父母已从肇事获得的相关金额。

一审法院判决该局十五日内向小
黄父母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
助金共近17万元。成都中院二审认为，根
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
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
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
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
费用除外。”根据这个司法解释，主张民
事侵权赔偿是私法领域的救济权利，申
请工伤保险补偿是公法领域的救济权
利，二者在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目的上
并不相悖。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同时享有
向第三人请求侵权赔偿和请求工伤保险
待遇的权利。黄父母从侵权人处获得民
事赔偿，不构成其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待
遇的障碍。因而该局以补足方式核算工
伤保险待遇，与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不符。

去年 12 月 26 日，成都中院终审
判决维持原判。

成都第一例工伤保险待遇补差案

青羊社保

扣钱
成都中院

说不

勇救两名落水学生 眉山13岁女孩沉入水中
女孩外公称其不会游泳 当地政府启动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的申报工作

市交委官方微信升级
可查公交买车票选驾校

成都商报讯（记者 严丹）市民网
购车票、选驾校、查询公交地铁等，上
一个微信公号就可以搞定。成都商报
记者4日从成都市交委了解到，市交委
官方微信“成都交通运输”正式升级。

据悉，新版“成都交通运输”微信
公众号，不仅每天推送成都交通运输
重要资讯，还增加了公共服务板块，涵
盖公交地铁查询、客运车票购买、出租
服务指南、在线驾驶培训、网上行政审
批、高快速路网状态查询、道路拥堵情
况查询等多项便民功能，市民通过关
注一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实现多种
出行需求，方便快捷。

特别的是，新的公号还具有“一键
拨号”功能，可以拨打成都市公交、地
铁、出租车、长途客运等领域服务热
线，及时解决出行中的突发问题，再也
不用到处找电话号码啦！

小黄父母在社保中心申领工伤保险待遇

明日起，成都商报买够网线下旗
舰店“买够网生活馆”将推出年货节
特卖会，首波登场特卖的重磅产品之
一就是斯庆高娃羊绒。厂家直供的上
百款数千件羊绒衫、羊绒裙、羊绒背
心以及羊绒围巾披肩等，全场特卖价
为 2~4 折，低至 166 元就能买到一件
精品羊绒开衫。

海归CEO 带来不一样的羊绒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羊绒服饰的
款式都比较单一，看起来不那么时
尚。不过，当你看过斯庆高娃羊绒服
饰公司生产的羊绒衫、羊绒裙、羊绒
围巾等产品，你就会对羊绒有不一样
的感受：原来羊绒可以穿出这么高贵
优雅又随性的感觉。而这也是斯庆高
娃羊绒的品牌主张：像法国女人那样
去生活。

斯庆高娃羊绒服饰CEO兼设计

总监赵小姐曾游学法国多年，在带领
新锐设计团队工作时，将巴黎的时尚
精髓融入每一件斯庆高娃羊绒的产
品细节中，每一种辅料都精益求精，
每一颗纽扣都尽善尽美。

厂家直销 两三百元买羊绒打底衫

买够网生活馆店长高伟介绍，斯
庆高娃专注毛绒行业近20年，公司总
部位于四川华贸国际服装工业园内，
是四川的优秀企业和知名品牌。该品
牌的羊绒时尚，许多半高领提花衫、
流苏中长款不仅适合冬季打底穿，开
春了还可以直接当春款穿。男士的V
领衫和寸领衫设计也很经典，适合不
同年龄段男士穿着。

由于是厂家直接供货，因此特价
都特别优惠，大部分女士打底衫两三
百元就能买到，更有特推的女士羊绒
开衫特价低至166元。

除了羊绒服饰，本周五开幕的买
够网生活馆年货节上，还将给市民带
来多款温暖的床上用品，包括慈云蚕
丝被、北欧牧风鹅绒被以及高品质的
托玛琳乳胶床垫。这些精选的爆款产
品都是厂家直供，省去了中间层层加
价环节，因此价格更亲民。
●买床优质蚕丝被享受冬暖夏凉

本次买够网生活馆特卖的慈云牌
蚕丝被产自江苏，是业内知名品牌，采用
天然蚕丝，结合传统工艺精致而成。被面
是40支或60支纯棉提花，有白色、粉色
可选。其中，3斤重的蚕丝被（150cm×
210cm）特卖价780元，4斤重的蚕丝被
（200cm×230cm）特卖价850元，5斤重
的蚕丝被（200cm×230cm）特卖价980
元，下单即赠送澳绒四件套。此外，现场
还有6斤和7斤重的蚕丝被可选。

●爆款鹅绒被再度特卖低至980元/床
去年秋天，买够网携手实力品

牌北欧牧风举行了几场精品鹅绒被
特卖会。从现场情况来看，一场比一
场火爆。目前，又一批鹅绒被现货运
抵买够网生活馆，明天将再度进行
特卖。最低只要 980 元就能买到一
床，最贵也不过1280元就能拿下。
●优质乳胶床垫特卖价低至1780元

在明天买够网生活馆举行的首
波年货节特卖会上，产品团队又给大
家带来了备受好评的托玛琳乳胶床
垫。其特点是“七区设计”，人睡在床
垫上各个着力点不同，床垫分区后，
可以更贴合身体，让睡眠更加舒适。
其中，1.5米×2米×5厘米的乳胶床
垫，特卖价为1780元；1.8米×2米×5
厘米的乳胶床垫，特卖价为1980元。

蚕丝被、鹅绒被、乳胶床垫 精选床品厂家直供 价格更亲民

买够网生活馆 年货节特卖会第一波

王艺身前照片

支付宝全民账单：
成都夜间打车
人均笔数全国第一

1月4日，蚂蚁金服旗下支付宝发
布了2016年的全民账单。在刚刚过去
的 2016 年，全国 4.5 亿实名用户使用
了支付宝。从 2011 年起，支付宝每年
发布全民年度账单，这份账单正逐渐
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小小的晴雨表，
在这份史上最全貌的账单，勾勒了成
都经济画像，和呈现出的一些特点。

数据显示，去年一年，成都人的平
均购物金额为 10213 元，全国排名第
22，全省排名第一。消费能力超群，相
比其他区域，成都人在花钱上爱埋单
很少AA制也是一大特点：去年一年，
成都人均AA笔数达只有8.2笔次，远
少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成都
男人相当大方，去年男用户人均发出
1594 元红包，成都女人也毫不不小
气，发出红包金额达到909元。此外成
都夜生活也很热闹“夜猫子”比较多，
数据显示，成都的夜间打车人均笔数
全国排名第一，成都人在夜宵上的花
费平均要达到109元。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