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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

者 李龙）

此前，信息

时报报道了白云区

一女司机因操作不

慎将新科村一老祠

堂撞塌的事件

（详见

7

月

10

日

A11

）

， 时隔

两个月，赔偿终于谈

妥。 9月6日上午，在

新科村委的主动邀请下， 涉事保险公

司平安保险、车主谢先生、村民代表等

首次就赔偿问题展开面对面沟通。 昨

日，双方就赔偿事宜达成共识，平安保

险就本次物损拟赔偿15万元。

初次理赔8万元无法达成共识

据新科村村委相关负责人越先生

介绍，事故发生后，平安保险方找了物

损评估公司前往事发现场做了评估鉴

定，7月24日发回一份物损维修费用评

估结论书，给出了总计82500元赔偿。

随后， 村委会召集村民就平安保

险出具的评估结论展开座谈，面对8万

余元的受损修复费用， 村民们纷纷表

示难以接受。 应村民要求，新科村村委

随后找来古建筑修复评估单位， 对全

面重修与修复受损部位给出了相应的

评估方案。 全面重修费用达150万多

元， 而被撞毁的门楣部分维修费用也

达19万多元， 与平安保险出具的评估

结论相差较远。

各退一步，15万赔偿款达成共识

由于此前电话及微信沟通不顺

畅，9月6日， 越先生主动约平安保险、

涉事车主前往该村面谈。

由于涉事车辆买了第三方全险，

理赔事宜由平安保险全权代理。 车主

谢先生现场表示：“老祠堂无法和一般

建筑物相提并论，平安保险给的8万多

元赔偿确实少了。 ”在事发现场，记者

看到涉事车辆仍淹没在碎砖瓦片之

中，车顶部位已长出草。 此前广州连续

多发的台风雨水天气也对涉事车辆造

成了一定程度的二次损坏。“这车估计

不能用了。 ”谢先生说。

昨日上午，越先生告诉记者，就在

面谈后的当晚， 平安保险方给出了15

万元的赔偿答复。 随后，经村民商讨，

同意平安保险15万元的赔偿意向。

针对此事，北京盈科

（广州 ）

律师

事务所律师李扭传表示， 撞塌类似祠

堂等古建筑， 与一般交通物损鉴定不

同。 根据民法相关法律条文，撞塌古建

筑就应该按照古建筑的标准进行赔

偿，根据当地的风俗，村民可以主张精

神赔偿， 也可以主张古建筑无法恢复

原状的专项赔偿。

记者获悉， 由于谢先生给车辆买

了全险， 平安保险不仅需要全权负责

祠堂物损部分的赔偿， 还需尽快针对

车辆受损给出赔偿方案。 至于如何开

展后续赔偿，记者致电平安保险方，截

至发稿前，平安保险并未给出答复。

普通话版

邻里关系

粤语版

前日上午， 礼岗路一小区六楼楼

道，两个业主的对话。

业主

A

：阿姨你好，有一件事想请

你关照下。

业主

B

：啥事呢？

业主

A

：是这样的，我是住在你楼

下的。

业主

B

：哦，你好呀。

业主

A

： 今天早上你播小凤姐那

首《 顺流逆流》挺好听的。

业主

B

：你也喜欢小凤姐的歌呢。

业主

A

：喜欢。 不过是这样，你早

上可不可以不开音响呀？ 因为我长期

上夜班，早上要睡到好晚，这几天都让

你的音响吵醒了。

业主

B

：我都是

8

点多才开的喔，这

样也不行？

业主

A

：不是不行 ，你

8

点多开音

响没什么不对的， 只不过我早上要睡

晚点，所以请你关照一下。

业主

B

：那你说几点才可以开了。

业主

A

：最好是

10

点过后啦，如果

你实在要早点开，那声音开小点啦。

业主

B

：开小声不如不开 ，好了 ，

我

10

点才开啦，这样合你意啦。

邻里关系

前日上昼， 礼岗路一小区六楼楼

道，两个业主

嘅

对话。

业主

A

：阿姨你好，有件事想请你

关照下。

业主

B

：咩嘢事呢？

业主

A

：咁嘅，我系住喺你楼下嘅。

业主

B

：哦，你好呀。

业主

A

：今朝你播小凤姐嗰只《 顺

流逆流》都几好听喔。

业主

B

：你都中意小凤姐嘅歌呢。

业主

A

：中意。 不过咁，你早上可

唔可以冇开音响呀？ 因为我长期上夜

班，早上瞓到好晏，呢几日都俾你啲音

响嘈醒咗。

业主

B

： 我都系

8

点几先开喔 ，咁

都唔得？

业主

A

：唔系唔得 ，你

8

点几开音

响冇乜唔啱嘅， 只不过我早上要瞓晏

啲，所以请你关照下。

业主

B

：咁你话几点先可以开喇。

业主

A

：最好就

10

点打后啦，如果

你实在要早啲开，咁声音开细啲啦。

业主

B

：开细声不如唔开 ，好喇 ，

我

10

点先开啦，咁啱晒你何车啦。

白

话

街

事

白云

增城

女司机撞塌老祠堂终于谈妥赔偿

平安保险就本次物损拟赔偿15万元

教师节前派发“大礼包” 买健康保险建教师公寓

信息时报讯 （记

者 曾 文 秀 实 习 生

林羽晴 陆欢欢 ）

9 月

6 日, 增城开发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联

合广州城市矿产协

会走进增城开发园

区，了解企业垃圾分类现状，进行现场

指导，并通过垃圾分类主题宣讲会、宣

传活动， 向职工群众普及垃圾分类知

识。

当天上午，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广东省低碳产业技术协会、 中国帕客

低碳生活促进会相关领导和广州城市

矿产协会工作人员一行人， 到增城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饭堂、 超视

堺

国际科技

（广州）

有限公司现场考察

并进行考核评分， 随后到达广州珠江

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垃圾分类站进行

现场指导， 为下一步垃圾分类工作的

推进打下基础。

当天下午，增城开发区党群服务中

心开展了垃圾分类宣讲会，园区企业代

表以及增城开发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志愿者参与听讲，学习垃圾分类与新时

代精神的课程以及日常生活中常见垃

圾的分类方法相关知识。 宣讲会后，参

会人员在增城开发区党群服务中心室

外运动场地进行了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吸引众多园区群众驻足围观。

据介绍，接下来，增城开发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将继续推进垃圾分类主

题活动的常态化开展， 将垃圾分类知

识送进企业，使“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

时尚”理念深入人心，进一步提升职工

们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参与率，让

一线职工们在生产加工过程中行动起

来，共同为建设“美丽园区，幸福家园”

助力。

增城开发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主题活动

信 息 时 报 讯

（记者 张玉琴 ）

9

月 9日，2019年越

秀区庆祝教师节

大会在友谊剧院

举行，会上不仅表

彰了优秀工作者、

老师等， 越秀区还宣布向教师派发

教师节“大礼包”，其中包括新建教

师公寓等。

在当天的大会上，越秀区宣布，

为进一步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

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区委

区政府决定： 将进一步提高临聘教

师待遇、增加教师培训经费投入、加

大奖教奖学力度、 购买教师健康保

险、新建青年教师公寓，为全区教师

献上教师节“大礼包”。

近年来， 越秀区一直坚持把教

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2018

年区财政教育经费投入46.68亿元，

占区财政支出比例从 2017年的

31.16%提高到37.10%，教育经费持续

“三个增长”。

会上， 越秀区向2019年全国优

秀教育工作者彭娅、 全国模范教师

刘窗洲教师和全国优秀少先队集体

文德路小学等先进个人和集体代表

颁奖。 据了解，近年来，越秀区有177

人次荣获国家级、省级荣誉奖项。

粤语释词

合乎心意或适合的意思。粤语“何

车”源自古时的乐谱，是“合尺”的变音

字。“合”和“尺”就是工尺谱里的两个

音。 唱粤曲时，先要使用二胡来调音，

音调调准了，调得合拍了，唱起来才不

会走调。

时报读者 袁肃

何车

目前 ， 涉事小

车仍停放在被撞塌

的祠堂前。

信息时报记者

李龙 摄

庆祝大会上， 老师们放飞代表梦想的

纸飞机。

信息时报记者 梁钜聪 实习生 周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