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体彩彩大大乐乐透透 不不中中也也有有奖奖””活活动动启启动动啦啦！！
这期买的大乐透没有中奖？

没关系，山东体彩再送您大乐透
彩票，赠票总额高达600万元！自
10月30日起，“体彩大乐透 不中
也有奖”活动已正式启动，彩友
们可尽情享受一次购票两次中
奖机会的超值中奖体验！

不中也有奖 赠票高达600

万
据悉，本次活动自大乐透第

13128期(10月30日晚20:10开售)开
始，至600万元(以应赠票金额为
准)赠票送完之期为止。总额高达
600万的赠票欢乐送，凡是参与
活动的彩友均可享受大乐透带
来的欢乐。

活动期间，凡在山东省内体
育彩票销售网点购买大乐透彩
票，单票单期投注金额为5 0元

(含)-99元(含)的，如果当期未中
奖，可在省内任一销售网点获赠
10元大乐透彩票；单票单期投注
金额满100元的，如果当期未中
奖，可在省内任一销售网点获赠
大乐透彩票，获赠彩票面值相当
于所购彩票票面金额的20%(封
顶200元)。赠票金额四舍五入后
取整到元。

大乐透一次购票 两次中
奖机会

大乐透一直以大奖大、小
奖多和中奖易、各奖级奖金丰
厚等特点备受热捧，这次活动
开展后，即便当期没有中奖，彩
友们还可以获得面值相当于所
购彩票票面金额的 2 0 % (封顶
2 0 0元 )的赠票，拥有第二次中
奖机会，机会多多，也许大奖将

在赠票中产生，彩友们的中奖
更有保证！

买体彩大乐透 享超值中
奖体验

金秋时节，硕果丰盈。山东
彩友们玩转大乐透同样中奖硕
果累累——— 在 1 2天内连中 4注
一等奖，上演中奖“大四喜”：第
1 3 1 1 4期，济南彩友豪取 6 2 3万
元；第1 3 1 1 5期，大乐透2注5 0 0

万 大 奖 花 落 菏 泽 和 临 沂 ；第
13119期，聊城彩友独自揽获当
期1 0 4 1万元。而“中奖大戏”并
未结束，相信伴随着“体彩大乐
透 不中也有奖”活动的开始，
钟爱大乐透玩法的彩友们定能
将更多大奖收入囊中，享受更
多超值中奖体验！

(朱德慧)

岚山区举行“体育彩票杯”全民健身展演活动

10月26日，“中国体育彩票杯”
岚山区“同心共筑中国梦、全民健
身你我行”全民健身展演在区人
民广场拉开帷幕。岚山区委副书
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
任刘国田宣布活动开幕，日照市

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申家新
讲话，副区长张锋主持开幕仪式。

随后来自全区14个代表队
的1300余人表演了《祖国你好》、

《中国美》、《健身腰鼓》、《太极
拳》等精彩展演，以激情的健身

舞步，恢弘的气势，铿锵的节奏
和昂扬的豪情，表现出了岚山人
民积极的生活热情和奋发图强
的傲骨雄风。为配合这次活动，
岚山区体彩办还在现场设置了
体彩 “顶呱刮”即开票小卖场，
让众多喜欢“顶呱刮”的观众在
现场体验到了即开即中的乐趣。

中国体育彩票作为一项社
会公益事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
支持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服务
于广大人民群众，已为全区280

余处全民健身活动站点配备了
健身器材，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
众的健身需求，让人们在运动中
充分体验“公益体彩，健身全民”
的公益理念。

(李莉、韩邦萍)

日照彩友中14场胜负头奖

体彩足球 1 4胜负场第
13147期开奖，我省中出一等
奖4注，其中我市18408号投注
站一位幸运彩友喜中1注，同
时还收获11注二等奖，共收
获奖金131499元。

中奖彩友小李(化名)是位
年轻的足球爱好者，在日常的
闲余时间里，他不仅热衷于参
加足球运动，更喜欢研究和购
买足球彩票。小李说，他对足
彩情有独钟，一直坚持购买，
几乎期期不落。他经常跟朋友
和彩友们聚在一起分析足球、
研究彩票，可以说对足彩十分
有经验。但他对足球赛事的分
析从不马虎、十分严谨，每一

次都会和朋友仔细研究，这次
正是凭借多次的投注经验和
认真的性格，终于一举夺得13

万元的大奖。
说到购彩经验，小李非

常诚恳地说：“作为球迷和彩
友，一定要相信豪门球队，他
们的发挥一般都非常稳定，
像这一期里面的里昂、佛罗
伦萨、波尔多等都是传统强
队，往年每次参赛的实力都
十分强劲。”而正是这些信息
的积累，对他这次足彩中大
奖起着关键的作用。小李兑
奖后表示自己会继续购买足
球彩票，冲击更高的奖金。

(李莉 刘紫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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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本报“海曲说法”专版记者小奎。
您有什么法律疑问，可发送邮件至我的邮箱

q l w b w y k @ 1 6 3 . c o m ，也 可 拨 打 我 的 电 话
18663392801，我们将邀请律师为您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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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奎普法服务专栏

专刊电话：18663392801

乘乘客客坐坐三三轮轮摩摩托托车车被被撞撞成成残残疾疾
车主给了伤者3万元后却要求返还2万，法院不支持
本报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周慧 孙玮

乘客搭乘三轮摩托车被撞，
三轮车主给了乘客3万元。后乘
客说是赔偿款，车主说是暂时垫
付的钱，车主扣除自己应该承担
30%的责任后，要求返还2万元。
岚山法院判决乘客不用返还。

2012年1月，刘超(化名)驾驶
三轮摩托车与李山(化名)驾驶的
重型半挂牵引车相撞，导致刘超
车上的客人王波(化名)一家三口
受伤，王波肋骨骨折，医疗费、误
工费等损失共计11404元，王波
妻子右锁骨粉碎性骨折、多发肋
骨骨折，构成十级伤残，医疗费、
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共计
7万余元。

交警部门认定刘超对该事故
承担主要责任，李山承担次要责
任，乘车人王波一家不承担责任。

事故处理过程中，刘超给了
王波一家3万元。刘超现在将王
波和他妻子告上法庭，并主张这
3万元是他为王波一家垫付的医
疗费，王波夫妇在这次交通事故
中的损失已经由李山车辆的保
险公司和李山按照70%的责任进
行了赔偿，也就是说刘超应该承
担30%的赔偿责任，王波夫妇应
该把多收刘超的钱退还。“刘超

给我们的3万不是垫付的，而是
赔偿款，我们双方当时签订了协
议，他给我们一家3万对事故一
次了结。”王波说，即使刘超给的
钱超出了他自己应当承担的数
额，但是双方已经签订协议，不
能反悔。

而刘超为了证明他的说法，
向法庭提交了王波写的收到条
一张，上面写着：“2012年2月9日
收到刘超赔偿现金2万元，治疗
费1万元”。“因为刘超缺乏法律
知识，因而对‘垫付’与‘赔偿’的
法律意义界定不清，所以王波这
样书写收到条刘超也没有觉得
不妥。”刘超的律师说。

而王波夫妇为了证明这3万
块钱是刘超给的赔偿款，向法庭
提交由碎片粘合的赔偿协议，该
协议上刘超于2012年2月9日前
一次性赔偿王波经济损失共计3

万元，其中包括刘超已付的医疗
费1万元，双方因此次交通事故
产生的纠纷一次性了结。

“我在协议上签字之后觉得
赔偿数额太高，就马上撕碎了。”
刘超说。“刘超履行协议约定，当
场给了我现金2万元，还有之前
垫付的医疗费1万元，他共给了
我们一家3万元。”而王波说，过
了一段时间，刘超以其手中的赔
偿协议丢失要求复印为由，将王

波手中持有的赔偿协议书撕碎，
王波将碎片拼凑粘合。

通过分析双方提供的证据
及他们在庭审中的说辞，最终法
院认定刘超给王波的3万元是赔
偿款，而不是垫付款，即使这个
数额明显高于刘超应当承担责
任的数额，但是双方在平等自愿
的前提下签订了赔偿协议对赔
偿数额进行约定，是双方真实意
思表示，不应反悔。2013年3月，
岚山法院判决刘超要求王波夫
妇返还垫付款的请求不应得到
支持。

想买村里的老年房

拆迁时能获得什么补偿

山东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日照仲裁委员会首席仲裁员。担
任10多家企业的法律顾问，代理
过大量民商事案件，尤其注重房
地产、金融等民商事案件的研
究，并辩护多起刑事案件。

【读者咨询】
我打算在某城中村买一

套老年房，听说没有双证，不
能过户。若是以后拆迁，我能
获得什么样的补偿？

【律师答疑】
城中村房屋的购买，如果

是集体土地使用权，房屋的买
卖在非同一集体成员(不是本
村村民)之间签订的不受法律
保护。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

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
律和政策的通知(国发[2007]71号
2007年12月30日)：农村住宅用

地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城镇
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
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

另外房屋拆迁补偿是按
照房屋的权属来补偿的，一般
是补偿给房屋的所有权人，通
常是房产证上记载的房屋所
有权人。

本报11月4日讯(通讯员 王超) 今
年以来，五莲县供电公司牢固树立“善小
常为”的理念，狠抓关键环节，增强实际
效果，以“青春光明行”、“情系孤寡老人”
等活动主线，先后开展了助学帮困、文明
创建等电力特色服务16次，募集捐款10

万多元，在全县引起了积极反响。

践行“善小”外塑形象

本报11月4日讯(通讯员林西玲 刘桂
海) 10月29日，国网五莲县供电公司组织
人员进村入户宣传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
条例等电力知识，让大多数树木所有人了
解树木栽在电力线路下的危害，为线路走
廊的彻底顺利清理垫定了基础。

提前做好宣传沟通
降低线树矛盾

本报11月4日讯(通讯员 卢
小璇 高晓华) 国网日照供电公
司开展智能电网、“美丽彩虹”、

“善小”道德品牌、“农网改造升
级”、“农电管理提升”、“国网农电
故事”等特色亮点传播，塑造“创
新国网、责任国网”品牌形象。

做好特色亮点传播

本报11月4日讯(通讯员 高晓
华 程新) 国网日照供电公司营业
室安全用电宣传小组进村入户，针
对存在的安全用电隐患进行现场详
细讲解并给予了协助整改，在保障
居民安全用电的同时，提高了居民
冬季取暖期的安全用电意识。

深入村户排查隐患安全学习常态化

本报11月4日讯(通讯员 高晓
华 林为宏) 国网日照供电公司
严格执行安全学习常态制。加强供
电所各项安全活动实施的监督与
检查，对供电所的安全学习情况、安
全例会召开情况进行检查，定期抽
查，提高员工的安全防护能力。

【律师简介】

徐洪飞

赔偿与垫付的区别

赔偿是因自己的行为致使
对方受损而对他人进行的补
偿，主体是侵权责任人，而垫付
的主体不一定为侵权责任人，
垫付人可以根据其承担责任情
况要求对方返还部分或全部垫
付款。

“本案中，刘超作为一个有
一定教育背景和社会生活阅历
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
能够区分二者的区别，综上，刘
超给付王波的3万元应该是赔
偿款而不是垫付款。”法官说。

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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