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停放好的货车突然下滑，导致正在车边卸货的车主张某被碾轧死亡。保险公司认为张
某系被保险人，不在理赔范围，赔偿责任不应由他们承担。事实真是如此吗？近日，西安市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了此案。

车主被自家车辆碾轧身亡
家属索赔41万 法院:保险公司应予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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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遭自家车辆碾轧致死
家属为理赔告上法庭

2018年5月，张某驾驶自己
所有的自卸货车在自家院内停放，
后在下车卸货时，车辆下滑，将其
碾轧身亡。事发后，张某家属与保
险公司关于赔偿问题协商未果，诉
至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要求保
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限
额内共计赔偿41万元。

一审庭审中，保险公司辩称，
张某作为肇事车辆的驾驶人，亦
即被保险人，对车辆具有实际控
制能力，不能构成车上人员向“第
三人”的转化。另据规定，商业三
者险不包括被保险人。故此，保
险公司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阎良法院经审理认为，机动
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任何人都
不能永久地置身于机动车辆之
上，故机动车保险合同中所涉及
的“第三者”和“车上人员”，均为
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临时身份，二
者可以因特定时空条件的变化

而转化。在判断保险车辆发生
意外事故后，受害人属于“第三
者”还是“车上人员”时，必须以
该人在事故发生当时这一特定
的时间，是否身处保险车辆之上
为依据。

如果在事故发生前是保险
车辆的车上人员，事故发生时已
经置身于保险车辆之下，则属于

“第三者”。此时，车上人员“转
化”为第三者，交强险应予赔
偿。张某作为肇事车辆的投保
人和被保险人，在事故发生时已
经与车辆完全脱离，完成了从车
上人员向“第三者”的转化。故
此，阎良法院判决被告保险公
司，在合同限额内赔偿原告张某
家属41万元。

宣判后，被告保险公司不
服，提起上诉。西安中院近日经
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以下情形不理赔
购买保险需留意

买车需要购置保险，几乎是

所有人都知道的常识。但出了
事故，哪些情况下保险公司不予
理赔，可能很多人并不清楚。昨
日，三秦都市报记者就此咨询了
一位保险公司从业人员。

这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
称，酒后驾车、无照驾驶，行驶
证、驾驶证没有年检出了交通事
故的，保险公司均不予理赔。地
震、精神损失及修车期间产生的
损失也不予理赔。

本案中双方的争议，源自不
予理赔情形当中，“撞到自家人
不赔”这一点。“所谓第一者、第
二者是指保险人、被保险人（驾
驶员视同于被保险人）。除这些
人以外的，都被视为‘第三者’。
而在保险条款中，是将被保险人
或驾驶员的家庭成员排除在‘第
三者’范畴之外的。如果自家人
被撞，保险公司不予赔偿。”该工
作人员提醒，广大市民在购买保
险时，一定要看清所签合同，避
免理赔时出现纠纷。

至于该案背后涉及到的相
关法条，办案法官表示，《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
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
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
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
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
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相应
责任划分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六十五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
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
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
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
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的被保
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
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
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
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
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
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
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根据上述审理，事故发生
时，张某由车上人员“转化”的第
三者身份已被确认。

本报记者张晴悦

虽说已在西安成家立业，但
做了交警，需要值班的日子里，郭
斌和另外5名同事，就住在单位7
楼宿舍。3张上下铺架子床，一张
书桌一排储物柜，最亮眼的就是床
前的缝纫机和17个大号收纳箱。

原来，郭斌从中国传媒大学自
动化专业毕业后，曾在北京做过两
年本专业的工作，工作团队还曾参
与过北京奥运会部分场馆电路方案
设计和布设。2009年，为了更方便
照顾父母，他回到西安考了交警。

其实郭斌的小发明信手拈
来，就在找遥控器的时候，桌上
一个糖盒模样的管子吸引了记
者的注意。“哎呀，这是个灯棒，
也是郭斌给我们做的。”原来，一
次夜查，有个同事给郭斌说，警

用灯棒其实比肩上闪烁的警灯
更安全，伸手指挥也有力度。

“行，那做一个试试。你这
糖盒子就挺合适的。”于是，原本
是同事家小朋友吃的果汁糖盒，
十几分钟后，被郭斌插入了LED
灯带，还装好了开关。糖盒一下
变成了灯棒，在漆黑的夜里，闪
烁的红灯格外醒目。

郭斌说：“我们警用装备里配
的有灯棒，这个不是执勤用的，但
可以夜里骑自行车时用，用胶带
纸粘在座位下面，特别亮！”

除此之外，车改之后警车统
一管理，警车钥匙都放在值班
室，同样款式的钥匙容易拉错。
郭斌就打开缝纫机，为每个警车
钥匙做了一个钥匙牌，材质是不

织布的，颜色鲜艳还不容易脏，
每个钥匙牌都是不同的颜色，上
面绣着对应的车号。

最近，垃圾分类很火，郭斌
想到，不仅要快速学会垃圾分
类，更要从源头上减量。于是他

模仿大牌箱包的款式，用环保的
不织布做了水杯包，细细的链条
搭配鲜艳的颜色，小包包仅能装
一个水杯和手机。在休假的日
子里背出去，特别潮。
首席记者李佳实习生华人

后排搭载着乘客，的哥茹师
傅驾车正常在路上行驶着。车
辆经过西安市纺织城一个路口，
本着车让人的原则，他在斑马线
前踩了一脚刹车。就在这时，一
名青年男子突然横穿马路，快步
走到茹师傅车的副驾驶位置，用
力拍打着车门。

“传销、传销，师傅开一下
门！”这名男子边追着车走，边拍
着车门大喊。与他一起的，还有
一名男子，正在用力拉扯他，并大

声对茹师傅喊：“别管，你走，走！”
见此情景，茹师傅按下了开锁键，
男子拉开车门飞快地钻进车内。

此事发生在7月9日上午。
上车坐定后，男子告诉茹师傅，
他家在贵州，两天前被堂哥刚叫
来西安。来了之后堂哥每天都
邀请他参加一个所谓“人力资
源”的讲座，他觉得自己落入了
传销组织，便借机向茹师傅求
助。当时上车前拉扯他的，就是
自己的堂哥。

茹师傅见该男子30岁左右
的样子，穿白短袖，黑裤子，黑色
品牌运动鞋，胸前还挂着墨镜。
虽然在和茹师傅说话，但全程戴
着耳机，情绪焦急。见此情形，
茹师傅问男子：“用不用给你报
警？”男子回答：“顾不了太多，直
接把我送到派出所吧。”

因为车上还有乘客，茹师傅
先将客人送达目的地，然后将男
子送到了附近的公安灞桥分局
纺织城派出所。到派出所门口，

男子准备下车，并掏出手机问茹
师傅：“师傅，多少钱？”茹师傅见
他只身一人，便说：“不要钱了，
我先陪你去把你的事办好。”在
征得派出所值班民警同意后，茹
师傅将车直接开到了派出所院
子里，向民警说明了事情的来龙
去脉，并做了登记后才离开。

三秦都市报记者昨日从纺
织城派出所了解到，目前警方已
对此事展开调查。
首席记者李佳实习生华人

小伙被骗传销 拦出租报警

公安检查站5天查获
3名涉毒人员

本报讯（记者 葛兰)近日，为进一
步强化社会面管控，确保辖区社会治安
稳定，公安鄠邑分局巡特警大队开展二
级查控工作，连续抓获3名涉毒人员，
其中一人还是毒驾。

7月5日21时许，公安鄠邑分局巡
特警大队公安检查站民警，在西汉高速
鄠邑出口开展夜间查控工作时，对一辆
出租车乘车人员进行盘查时，发现乘客
贺某某有涉毒嫌疑。通过对47岁的贺
某某尿液检测，呈吗啡阳性，目前其已被
强制戒毒。

7月6日22时许，民警在对一辆陕
V牌照车辆进行检查时，发现车内驾驶
员涉嫌毒驾，经对46岁的赵某进行尿
检，呈吗啡阳性。赵某除被移交强制戒
毒外，还因毒驾，驾驶证被注销，并且3
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证。

7月 10日 11时许，鄠邑分局巡特
警大队公安检查站民警，在西汉高速鄠
邑出口开展二级查控工作，查获同样乘
坐出租车的涉毒人员张某（男，32岁），
尿检呈吗啡阳性，已移交强制戒毒。

西安铁警一天抓获
11名网逃人员

本报讯（记者张晴悦通讯员刘卫国
李春华）全国铁路公安机关“平安站车
路、金盾护你行”专项行动开展以来，西安
铁路公安处在进一步强化站区治安管控、
打击违法犯罪的同时，加强了追逃力度，
仅7月9日一天，就抓获网上逃犯11名。

7月9日12时35分，西安车站派出
所民警根据前期摸排分析，将涉嫌行贿
的犯罪嫌疑人凤某抓获。经查，2008
年至2014年间，凤某在某公司做项目
经理，为了承接工程方便，多次向其主
管领导行贿，累计金额达 50 万元。
2019年5月25日，凤某被当地纪检监
察机关以行贿罪上网追逃。为躲避“风
头”，凤某隐姓埋名辗转多地，刚到西安
就被西安铁警抓获。

同日15时许，商洛车站派出所民警
根据前期摸排分析，得知涉嫌组织卖淫的
犯罪嫌疑人杨某在其一隐匿地点出现，遂
立即行动，于20分钟后将其成功抓获。

除了这两处派出所，三秦都市报记
者了解到，7月9日当天，西安铁路公安
处刑警二大队、西安北站、陇县、咸阳秦
都、福临堡、社棠、凤州、韦庄等车站派
出所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快速行动，又
先后抓获9名网上逃犯。

男子车辆违停被拖移
发朋友圈辱警被拘留

本报讯（通讯员柳青首席记者李佳
实习生华人）7月10日早高峰，一辆白
色现代轿车在西安西大街禁停区域违
停，并堵住一处商铺大门后，司机离开
了现场。由于车上没有有效联系方式，
交警巡查发现后联系拖车对车辆进行
拖移，并通过系统发短信告诉车主。谁
料，当天司机李某收到原车主转来的短
信通知后，回到现场，发现违停车辆已
被拖移，心生怨恨，随即将交警部门告
知短信截图，并配辱警言论发到朋友
圈，造成恶劣影响。

当天上午，交警莲湖大队收到网友
关于李某在微信朋友圈发表辱警信息
的举报，遂展开调查。15时40分，李某
（男，24岁，某银行工作人员）到案接受
调查处理，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
讳。其违反禁令标志违停的行为，被莲
湖交警处以罚款 200元、记 3分的处
罚。交警部门将李某移交辖区派出所，
其在微信朋友圈发表辱警信息的行为，
已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被莲湖警方依
法行政拘留7日。

说法论理

最近，西安碑林交警郭斌踩缝纫机给女儿做“布书”的视频在网上火了，被网友们评为
“萌化了的别人家的爸爸”。其实，做“布书”只是郭斌的一个小手工，爱手工会用缝纫机、名
校毕业还有高级电工证的他，其实早就是个“发明达人”。

爱手工会用缝纫机

热心交警变身“发明达人”

郭斌用缝纫机制作卡包 本报记者代泽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