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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轻微事故该撤不撤罚200元
长沙高速快处快赔正式启动，办理流程看仔细
本报5月31日讯 今日，长
沙河西片区高速公路快处快赔
正式启动， 长沙市河西片区高
速公路上发生事故也能快处快
赔了。 省高警局发布高速公路
交通事故快处快赔办理流程，
并提醒广大驾驶员， 对于在高
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后应当自
行撤离， 却未撤离导致交通堵
塞的， 对拒绝撤离的当事人处
以200元罚款。
省高警局长沙支队民警介
绍，高速公路交通事故快处快赔
中心有清晰的办理流程图，根据
流程可以很快地定责、定损。
高速公路发生轻微事故
后， 双方驾驶员首先要对事故
车辆进行拍照， 互相拍下驾驶
证、行驶证、保险凭证，并互留

联系方式。 这里有必要提醒驾
驶人， 如果与你发生事故的对
方当事人不能出示驾驶证、行
驶证、 保险凭证的， 请立即报
警，等待交警到场处置。
事故双方需要在事故发生
48小时内到理赔服务点处理，
或报保险公司处理。 如果一方
当事人不愿到理赔服务点处
理， 可以由事发地公安交警部
门按一般程序处理， 并按照保
险公司流程进行索赔。
特别提醒大家， 如果在长
沙河西片区的高速公路上发生
了适用于快处快赔的交通事
故，应撤不撤导致高速公路交通
堵塞的话，拒绝撤离的当事人将
受到罚款200元、 不计分的处
罚。 ■记者 黄娟 通讯员 刘娜

高速公路交通事故快处快赔办理流程

整治“马路市场”

符合高速公路快处快赔的事故
拍照（体现事发路段道路走向、标线、车牌、受损）
互相拍摄驾驶证、行驶证、保险标志、身份证
迅速撤除现场

5月31日凌晨，长沙市芙蓉区嘉雨路，执法人员对马王堆海鲜市场进
行突击检查、整治。该市场长期存在占道摆摊经营的现象，芙蓉区城管局
等多个部门将开展半个月的联合行动。 记者 唐俊 通讯员 王华 摄影报道

长沙今起开展专项行动护航高考

规模较大送考车队实施警车引导
本报5月31日讯 2016年
高考将于6月7日至8日举行。长
沙市公安局将在全力维护考点
周边治安、交通秩序等方面为广
大考生及家长提供服务。
考试期间，长沙警方配合市
政府110联动办、 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等部门开展针对高考环境
综合整治执法行动，组织警力于
6月1日至8日开展“净化考点周
边环境”专项行动，对全市31个
考点学校及其周边治安、交通环
境进行全面整治， 强化治安管

向各自的承保公司报案
共同前往快处快赔服务中心
保险公司工作人员验车
快处快赔中心民警依法认定责任

控，摸排考点学校及其周边治安
隐患， 排查和及时调处矛盾纠
纷。同时，警方将在每个考点设
立安保小组。
交警部门：将在全市各考点
学校周边主次干道及重点路口
增派执勤警力，对规模较大的送
（接）考车队实施警车引导，各区
县 （市） 交警部门将对集中送
（接）考车辆进行安全检查，防止
不合格车辆参与集中送（接）考。
消防部门： 将对全市学校，
特别是考点所在学校及考点周

边酒店、宾馆、招待所等场所的
消防工作进行严格监督检查，严
防发生火灾事故。
网监部门：将加强对互联网
信息的安全巡查工作，将及时发
现和处置网上有关“出售高考试
题及答案”、“代考”等有害信息，
对涉嫌考试作弊等违法犯罪活
动，长沙警方将进行严厉打击。
此外，长沙警方还将开辟考生
办理身份证或临时身份证绿色通
道， 为考生提供优质快捷的办证服
务。 ■记者 黄娟 通讯员 李昊天

保险公司对车辆定损

官司胜了，要钱却成了难事
自行选择修理

银行卡被盗刷7万，法院判银行赔5.6万

提供相关资料理赔
制图：言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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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5 月 31 日 讯 人 在 广
西， 银行卡却在长沙被盗刷，损
失7万元，幸运的是，通过起诉银
行，法院终审判决银行赔偿5.6万
元， 但彭女士还是笑不出来，因
为法院判决书生效近半年，她却
多次遭银行推诿。 今天上午，在
记者的帮助下，银行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在六月初按要求给付相
关款项。

银行卡被盗刷判赔5.6万元
彭女士是广西资源人，2012
年，她在某银行资源县城北营业
所办了张储蓄卡， 一直在用。
2014年8月23日，她的手机收到
信息，称该账号在长沙市天心区
被取款、转账共计7万元。彭女士
马上到银行把卡内剩下的9万多
元转到安全账户。第二天，她赶
到长沙， 在书院路派出所报案。
跟银行沟通无果后，彭女士起诉
城北营业所和长沙天心支行。
2015年12月，长沙中院终审
判决，酌情认定两银行承担80%

责任， 彭女士自身承担20%。法
院判决两银行连带赔偿彭女士
5.6万元。

判决半年仍遭推诿
判决生效后，彭女士多次找
到相关银行要求赔偿，但数次遭
到推诿，她向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位于书
院路的该银行天心支行，几经沟
通，该行长沙分行的相关负责人
回复称，因为要走程序，将在六
月初给钱。
湖南睿邦律师事务所执行
主任刘明介绍，根据法律规定，
对法院的判决、 裁定有能力执
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
罚金。 单位拒不履行人民法院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
定的， 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
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
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记者 虢灿
责任。

简讯

长沙阜埠河路沿线
明日将停水
本报5月31日讯 记者从长
沙供水有限公司获悉，6月2日
20：00至3日7:00， 阜埠河路沿
线两厢地区将停水， 临近地区
水压、水量将减小，请用户做好
储水准备。
■记者 陈月红

长沙城区4条线路
明日将停电
本报5月31日讯 记者今天
从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获悉，6
月2日7时至20时， 长沙范围内
有4条线路计划停电。分别是雨
花区的雨花亭变328路桥线，开
福区的三角洲变370湘瓷线，岳
麓区的桃花变332矿冶Ⅰ回，以
及望城区的靖港变314古镇Ⅱ
回，请市民提前做好应急准备。
■见习记者 和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