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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驾公车酿祸，还找人“顶包”，居然还拿到了41万元
保险赔偿；4S店员工将无牌试乘车辆开上大街， 因超速驾驶致
他人死亡，被判享有38万元保险赔偿……

今日是全国交通安全日， 与车辆相关的理赔问题一直是人们
关注的话题。那么，我们在给车辆上保险时，是否注意过保险合同上
的免责条款？当遭遇交通事故后，又该如何在理赔上赢得主动？以下
案例或许可以给你启示。

■记者 杨昱 虢灿 通讯员 袁建斌

本期主题：交通事故理赔

那么， 究竟该如何正确处理交通
事故中的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长沙市
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相关负责人指
出，车主在给车辆上保险时，应该看清
楚免责条款的适用范围。 在遭遇交通
事故后，也得正确应对。

对肇事车主来说，该负责人认为，
按道行驶是驾驶员必须遵守的。 若遭
遇交通事故， 肇事驾驶人需及时报警
和报保险公司，不要变动事故现场。同
时，还要积极与伤者协商赔偿，一同找
保险公司索赔。“像保险合同（投保
单）、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以及向伤
者赔偿的所有票据都要留好， 这些是
向保险公司索赔的重要依据。”

对于交通事故伤者一方， 该负责
人表示， 自然先得向肇事驾驶人提出
赔偿请求， 核实清楚他的车辆保险情
况， 这将有助于获知保险公司能承担
多大程度的保险责任。

接下来， 应尽快从交警部门拿到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并与肇事驾
驶人达成赔偿协议。若双方难以协商，
则需及早向法院提出起诉来维权，这
样能确定伤者在事故中承担多大的责
任，能获得多大的赔偿。

“同时， 伤者一方还要督促驾驶人
（投保人） 及时地履行支付赔偿金义务，
协助他向保险公司索赔。” 该负责人说，
事故现场的情况也很重要，可查阅周边
的视频资料，或是通过目击证人的拍照，
来方便交警对事故有更公正的定责。

车祸“顶缸”，试驾撞人，保险都可拒赔
“交通安全日”里教安全，这两起备受关注的事件会让你明白许多理赔知识

单位负责人开公车撞人
致死，事发后叫人“顶包”，成
功拿到了41万元的保险赔
偿， 没想到两年后， 东窗事
发， 该单位被保险公司告上
法庭，索要41万元保险金。邵
阳市邵东县人民法院一审宣
判此案， 该单位需退还近30
万元保险金， 而11.1万元的
交强险保险金不用退还。被
告不服上诉，近日，邵阳中院
二审维持原判。

单位负责人开公车肇事
找人“顶包”

2012年12月9日下午，
邵东县宋家塘管委会主任李
惠安开着单位公车外出，经
过S315线邵东县周官桥乡
附近时， 与一台三轮摩托车
相撞， 三轮摩托车司机当场
死亡，两车受损。

事发后， 李惠安想到的
不是马上报警， 而是弃车逃
跑，指使他人“顶包”。该车在
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第
三者责任险和车损险， 事发
时在保险期限内。

事故通过“顶包”司机
蒙混过关后，宋家塘管委会
与死者家属达成调解协议，
对死者家属进行了赔偿。几
个月后，保险公司支付给宋
家塘管委会41万元， 包括
交强险11.1万元、第三者责
任险20万元以及车损险9.9
万元。

但纸包不住火， 事发两
年多后， 交警部门重启对该
案的调查， 认定李惠安在事
故造成他人伤亡后未及时报
警，弃车逃逸，找人顶替为肇
事驾驶员， 负该事故全部责
任。2015年5月，邵阳市纪委

通报， 李惠安涉嫌交通肇事
逃逸犯罪， 经市纪委立案调
查，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保险公司据此起诉宋家
塘管委会， 认为管委会原法
定代表人李惠安遗弃被保险
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 伪造
现场，毁灭证据，该情况属于
保险公司责任免除范畴，请
求判令退回保险理赔款41万
元。

被判退回
近30万元保险金

今年4月，邵东县人民法
院一审开庭审理了这起保险
合同纠纷一案。

法院认为， 宋家塘管委
会为肇事车辆投保了多种保
险，双方签订了保险合同。保
险公司根据交警部门认定赔
付了41万元。而事后查明，肇
事者李惠安找人“顶包”，根
据双方签订的机动车保险合
同约定，遗弃被保险机动车、
逃离事故现场均系保险人责
任免除情形， 被告宋家塘管
委会得到第三者责任保险金
20万元和车辆损失保险金
9.9万元的赔偿违背了双方
签订的合同约定， 为不当得
利。 而交强险是国家强制性
保险， 该保险的目的是为保
护受害人的权益， 除了受害
人故意造成事故损失的保险
公司不予赔偿， 不符合本案
情形。最终法院判决，宋家塘
管委会退还第三者责任保险
金20万元和车辆损失险保险
金9.9万元。而交强险保险金
11.1万元不用退回。

宋家塘管委会不服上
诉，近日，邵阳中院二审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12月1日，长沙市中级人
民法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就如何处理交通事故中的保
险合同纠纷发布了判决的依
据、尺度，以及典型案例。其
中， 湖南德顺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员工将试驾车辆开出试
驾场致人死亡一案， 尤为引
人关注。

4S店员工
试乘试驾车酿祸

2014年 11月 1日下午 5
点，德顺公司员工陈海军驾驶
一辆无牌小车行至长沙市天
心区书香路猎鹰驾校路段时，
由于他超速行驶，正好将路过
的行人赵富平撞倒，并致其当
场死亡。经长沙天心区交警大
队认定，陈海军承担此次事故
主要责任。

事故发生后，德顺公司与
赵富平的家人签订了《交通事
故赔偿和解协议》， 支付了赔
偿款60万元。由于该事故车还
购买了“三责险”、“车损险”等
商业保险，2015年3月10日，
德顺公司向大地保险长沙支
公司申请保险理赔。

2015年10月13日， 大地
保险公司向德顺公司送达了
《拒赔通知书》， 理由为根据
《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 责任
免除第十条， 除另有规定外，
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
车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合法的行驶证或号码，或未按
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商
业险赔偿部分不予赔付。

为此，德顺公司将大地保
险长沙支公司告上了法庭，雨
花区法院一审判决大地保险

公司在交强险及三责险限额
内承担赔偿责任，共赔偿约38
万元。

二审判决
无法享受商险赔偿

对于一审判决，大地保险
公司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了上诉。今年8月19日，长
沙中院二审认为，被保险车辆
无牌上路行驶，符合保险合同
中约定的免赔条件，大地保险
公司可免赔“车损险”和“三责
险”，仅在“交强险”范围内承
担赔付责任。12月1日，记者就
该案咨询了长沙市中级人民
法院经办此案的法官。

“‘试乘试驾车’与其他普
通车辆的法定上路行驶条件
无本质区别。试驾车辆亦应当
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
记或者取得临时通行牌证后，
方可上路行驶。” 该案法官指
出，本案中，德顺公司未对该
车注册登记办理正式车牌，该
公司员工驾驶该涉案车辆上
路超速行驶，造成他人死亡的
交通事故， 是严重的违法行
为。

“按照发动机号或者车牌
号购买保险都是确定被保险
车辆的方式，并不意味着保险
公司认可按照发动机号购买保
险的被保险车辆可以无牌上路
行驶， 更不意味着保险公司同
意该车无牌上路发生事故仍然
可以获得赔偿。” 法官指出，4S
店试驾车辆在试驾场地以外行
驶， 也应当到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登记或者取得临时通行
牌证，否则将认定为无牌照驾
驶。

撞死人找人“顶包”
获41万保险赔偿
保险公司起诉，被判退赔除交强险外30万元 4S店员工试驾车辆撞人，保险拒赔

法院：被保险车辆为无牌驾驶，不享有商业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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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双方最好合作
向保险公司索赔

车险6种常见拒赔理由

● 理由1 报案不及时
根据我国《保险法》规定：被保险人必须

在事故发生后48小时内通知保险人， 否则
造成损失无法确定或扩大的部分，保险人不
承担赔偿责任。

● 理由2 违法在先
如果酒驾撞车或者闯红灯等导致的车

辆受损，保险公司一概可以拒绝赔付。

● 理由3 无证驾驶以及与准驾车
型不符

有些司机把车给朋友或者孩子练车时，
自己充当教练， 结果车子发生刮蹭之类的，
保险公司也可以选择拒赔。以及持与准驾车
型不符的驾照，也会吃到闭门羹。

● 理由4 维修期间出事故造成
损伤

车子在维修期间， 维修店有看管车辆
的责任，若是在维修期间出现意外事故，保
险公司也是拒绝赔付的。

● 理由5 故意制造事故
故意制造事故不仅仅是保险公司不赔

付的问题了，而是属于一种诈骗行为。

不可抗因素包括：地震，暴乱，军事冲
突，政府征用等等。

● 理由6 不可抗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