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师说法

车顶上坐个“蜘蛛侠”，
开车的人会是种什么样的感
受？最近，市民王先生就体验
了一把，“回头率超高， 感觉
很拉风”。在长沙，像王先生
一样往爱车上粘贴“蜘蛛
侠”、“超人”等玩偶的人渐渐
多起来， 而网上样子各异的
车顶玩偶也热销起来。

不过，长沙交警在接受
三湘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这种车顶玩偶存在安全
隐患，搞不好还可能引发交
通事故，不建议市民使用。

市民：车顶贴玩偶很酷

“回头率超高，仿佛一
下成了‘明星车’。”12月12
日，车主王先生告诉记者，
自从他在爱车尾箱顶部粘
贴了个“蜘蛛侠”玩偶后，
车开在路上总能吸引无数
双关注的目光，有行人，也
有正在开车的司机、 乘客
等。

近期在长沙，像王先生
一样往车上贴玩偶的人不
在少数。 玩偶的形状除了
“蜘蛛侠”外，还有超人、植
株等式样。“看上去很呆萌、
很酷，很新颖。”周女士说，
看到身边好几个朋友都买
了车顶玩偶，她也很想买一
个来玩一玩。

记者发现， 在淘宝、京
东等多家网店均有销售车
顶玩偶。 玩偶种类多样，有
动漫人物，也有小草、水果
等常见类型，价格多在15元
到上百元不等，其中淘宝网
上一商家的月销售量达
8000多笔。

据某店家介绍， 玩偶底
座用的是汽车专用胶， 黏在
车面上较为牢固， 买来可以
黏贴在车顶、 车尾等位置。
在商品评价里， 有买家表
示，挂在车顶的玩偶在行驶

时不知什么时候掉了。对于
这个问题，店家仅称，把玩
偶装上后， 车速不要太快，
“特别是刚黏贴上去的第一
天，胶的黏性还不牢，开太快
可能会掉。”

交警：不安全，建议拿掉

“建议不要在车子外部
增加任何不必要的配件或
装饰，以免发生意外。”长沙
市开福区交警大队民警陈
正祥受访时表示，虽然长沙
目前还没对这类行为做过
处罚，但在车外黏贴玩偶的
行为确存安全隐患。

一方面，因为如果安装
不够牢固， 在行驶的情况
下， 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
可能会导致挂饰物脱落，对
周边的车辆和交通参与者
造成伤害；另一方面，这些
车顶玩偶往往造型夸张，色
彩鲜艳， 容易吸引眼球，可
能会分散其他驾驶员的注
意力， 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另外，陈正祥还提醒，在车
内的前后方黏贴、 悬挂物
件，并导致遮挡视线，或者
物件在突发情况下易脱落
砸伤车内人员等行为，也属
于违章， 交警可对此查处，
并罚款50元。

值得一提的是，山东省
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于12
月4日通过官方微信发布，
私家车车主在车顶黏贴玩
偶属于对车身外观的轻微
改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
第一项和《机动车登记规
定》第57条之规定，这种行
为属于违法行为。除了山东
交警正式发表过提醒外，多
地交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均建议过，车主不要在车外
黏贴玩偶等物件。

■记者 胡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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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中信凯旋城业主：
中信凯旋城（推广名：德盛欢

乐广场）1#，2#，3#已达到交付使
用标准， 请您于2017年12月30至
31日到以下地点办理交房手续：德
盛欢乐广场二栋5楼（中意二路与
新电路交汇处）。 交房所需资料详
见《交房通知书》。

咨询电话：0731-85222226

湖南省中信城市广场投资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3日

共享经济正变成我们日常生活
的一部分，不觉间，共享汽车在长沙
铺开，给人们带来便捷，衍生问题也
让人备感麻烦。

张先生租了辆共享汽车，在驾驶
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时间过去5个
月，可我垫付的维修费没收回来。”日
前，张先生求助三湘都市报记者。

市民：垫付的维修费有去无回

只要扫一扫， 便能随时用车，家
住河西当代滨江小区的张先生充分
体验到了共享汽车带来的便捷。可不
承想，伴随着便捷而来的还有意外。7
月23日，他驾驶共享汽车出了事故。

“操作失误，是我的全责，这没有
异议。”张先生说，他每次租车都会购
买保险，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打电
话通知了首汽和保险公司，随后也联
系了交警进行责任认定。

张先生告诉记者，在与首汽公司
协商后， 最终由他先行垫付了3万多
元汽车维修费用，首汽公司承诺40个
工作日内把钱转到张先生的账户。7
月24日，张先生就收到了中国平安赔
偿金额到账的信息提醒。车辆属于首
汽租赁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分公司，保
险理赔金也只能打到该公司账户。

“过去5个月了，我当初垫付的费
用仍是有去无回。”张先生着急地说，

而且该公司好像也没有公司驻地，与
他们一向是电话联系，联系了十多次
每次都是不同的人出面，最近与他联
系的工作人员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

公司：会再次把情况反馈

记者下载该客户端查阅《Gofun
出行分时租赁服务会员协议》，其中写
明会员垫付的费用中保险公司理赔
金额，在保险公司赔付款到账后“Go-
fun出行” 在30个工作日内返还给会
员。12日，记者致电该公司客服。

“我们这边有很多话务员， 具体
情况我也不了解。”工作人员表示，在
9月15日和12月5日， 工作人员尝试
联系过张先生， 对方没有接听电话，
“但我们会再次把情况反馈给工作人
员。” 如果理赔资金已到公司账户的
话，公司会帮他进行处理。

记者查询到， 首汽租赁有限责任
公司长沙分公司位于长沙市芙蓉区马
王堆街道万家丽北路三段569号银港
水晶城商业社区服务楼栋104号门面。
记者到达后，工作人员介绍，此前也
有市民来这里反映共享汽车的问题，
不过首汽共享汽车与他们没有关系。
首汽共享汽车在长沙无门面，但可通
过网上查到客服电话。“至于对方在
长沙有没有设立驻地，我不了解。”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焦晨阳

本报12月12日讯 发
生了轻微交通事故， 如果
车主不懂快处快赔的话，
很容易造成拥堵。今后，长
沙的路面上将有专业人员
指导车主快速拍照取证、
迅速撤离事故现场。

今日，中国人保财险长
沙市分公司与长沙市交警
支队联合启动“关爱零距
离，服务有温度”便民服务，
在工作日，由车险理赔员组
建的“铁骑车队”将驶入长
沙市区主要干道，为车主提
供“快处快赔”现场引导服
务，防止事故致堵。

记者了解到，本次便民
服务由经验丰富的车险理
赔人员组成了12个服务小
分队，通过人保远程业务处
理中心进行前后台对接。服
务团队的交通工具采用续
航能力达100公里以上的电
动车，车身设置人保logo及
“快处快赔”标志，方便市民
识别和求助。便民服务并不
只限于人保客户，而是为所
有事故车主提供服务，如果
遇到非机动车主或行人遭
遇交通事故，服务人员也会
伸出援手。

在服务时间上， 服务
团队将全面覆盖工作日，
特别是上下班高峰期。试
点阶段， 服务区域为五一
大道、人民路、劳动路、芙
蓉路、 韶山路， 试点结束
后，服务范围将覆盖城区主
要道路。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程彩明

租共享汽车出事故，垫付维修费难要回？
律师：租赁公司应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

湖南江海洋律师事务所李晓龙
律师认为，通常情况下，共享汽车平
台的用户协议中已明确规定了关于
保险理赔金的问题， 如果双方约定
了理赔资金到账后转付的时间，共
享汽车租赁公司应当按照约定履行
付款义务， 否则应当对此承担违约
责任或由此造成消费者经济损失的
赔偿责任。

租赁公司应履行付款义务

车险连线

长沙主干道将有
“快处快赔”引导员

车顶贴“蜘蛛侠”很酷？ 交警建议拿掉
交警：车外黏贴玩偶存安全隐患，物件脱落伤人也属于违章，或被罚50元

长沙车顶装饰玩偶渐渐流行起来，交警提醒有安全隐患。 记者 胡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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