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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照过期未审验
出了事故 保险公司拒赔

2016年1月22日20时许，李某
某驾驶侯某某所有的车辆，与梁
某驾驶的车辆在三环路辅道发生
追尾碰撞，致使两车受损。交管局
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书，认定李某某承担事故的全部
责任，梁某无责任。3日后，保险公
司出具了定损报告，定损金额为
21248.35元，投保人侯某就此申请
理赔，却遭保险公司拒绝。

保险公司认为，交通事故发
生时，驾驶人李某某驾驶证已过
期未审验，按照双方签订的《机动
车辆保险条款》规定，保险公司不
负赔偿责任。而车主侯某某认为
事故发生在车辆保险期内，保险
公司理应承担赔偿责任。因双方
争执不下，侯某某一纸诉状将保
险公司告上法院，要求保险公司
支付保险理赔款21248.35元。

法院判决：
保险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在被告
处投保了交强险、车损险、不计免
赔险等险种，被告向原告出具了
保险单，双方已建立事实上的保
险合同关系。李某某依法取得驾

驶证，具备驾驶资格，在事故发生
时，驾驶证过期未审验，应属在有
效期内未换证、原驾驶证有效期
已届满的情形。虽然《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八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
在驾驶证超过有效期的情况下，
不得驾驶机动车，但这一规定属
于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规定，
该行为可由交通管理部门进行管
理和处罚，不意味着驾驶人丧失
驾驶资格，不等同于无证、酒后等
为法律所禁止驾驶车辆的行为。

法院认为，保险公司之所以
将无证、酒驾等作为免责事由，是
因为无证、酒驾显然会增加发生
交通事故的概率，但“持未按规定
审验的驾驶证”未必会增加风险
发生的概率，将其作为免责事由
对投保人有失公允。且李某某在
事故发生后及时更换，有效期与
原驾驶证相衔接，表示事故发生
时李某某具备驾驶车辆的技能和
资质。

因此，虽然李某某的驾驶证
超过有效期，但法院认为这并未
增加发生事故的风险，也与事故
发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被告
以事故发生时李某某持过期驾照
驾驶车辆为由拒绝赔偿，于法无
据，法院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
决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理赔款。

成都市关心下一代基金会
“视觉关爱校园行”启动

“六一”儿童节将至，成都市关心
下一代基金会和新视界眼科医院共同
为孩子们送上一份特殊的“礼物”。23
日上午，成都市关心下一代基金会“视
觉关爱校园行”启动仪式在成都市建
设路小学举行。成都新视眼科医院向
基金会捐赠善款 258 万元，成都市关
工委常务副主任、关心下一代基金会
理事长何绍华代表基金会向新视界眼
科医院授予“新视界关爱基金”牌匾。
2018 年“视觉关爱校园行”活动涉及
七个区40余所学校，惠及数以万计的
学生。

眼睛的健康与青少年儿童的成长
息息相关。一些困境家庭的孩子因无
力配戴眼镜或者医治眼疾，使他们在
学习和生活上面临较大困难。2018
年，成都市关心下一代基金会在“对青
少年儿童开展物质帮扶和精神关爱相
结合”的工作思路的指导下，基金会与
新视界眼科医院通过实地调研和走
访，了解到以留守、流动青少年儿童为
主的中小学校学生普遍存在近视，少
数学生患有眼疾的现况。基金会和新
视界眼科医院决定面向成都市7个区
40 余所学校启动“视觉关爱校园行”
活动。此次活动中孩子们开展眼健康
科普讲座、眼健康筛查，为困境近视儿
童免费配镜、为困境眼疾儿童康复治
疗补助经费。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驾照过期未审验开车出事故
保险公司该不该赔？

那么，各家保险公司对于驾照
过期未审验期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理
赔是如何规定的？记者分别电话咨
询了太平洋保险和中国人民保险的
客服。

太平洋保险客服表示，根据《中
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辆商业保险
示范条款》中关于责任免除的规定，
其中驾驶人如果无驾驶证，驾驶证
被依法扣留、暂扣、吊销、注销期间，

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
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
赔偿。该客服表示，这些内容在太平
洋保险的保险条款中有写明。“对于
驾驶证有效期满未换证期间出现车
祸的情况，如果未换证期间在1年以
内，我们公司仍然会进行理赔。如果
超过1年没有换证，则不予理赔。这
是我们一般的做法，在保险条款中
没有具体列明。”

中国人民保险对此也表示予以
理赔。“在我们公司保险条款的责任
免除部分中，只规定了无驾驶证或
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吊销、注
销期间，不予理赔。驾照过期未审不
在此范围，因此可以正常理赔。但如
果因过期未检驾驶证导致的其他后
果，属于以上规定的（被依法扣留、
暂扣、吊销、注销期间），则不予理
赔。” 成都商报记者 赵瑜

成都商报：驾照过期未审验是
否属于“无证驾驶”？

四川方策律师事务所律师郭
刚：无证驾驶指驾驶人员驾驶机动
车辆时，没有取得由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核发的机动车辆驾驶证。
驾驶证过期并不等于没有取得驾
驶资格，驾驶员只要通过了公安机
关车辆管理部门组织的驾驶证资
格考试，便具有了驾驶资格，只要
未被依法取消驾照，就一直具有合
法的驾驶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机动车驾驶证管理办法》规
定，持证人未申请并超过有效期换
证的，依法处罚后予以换证。也就
是说，在接受公安交管部门处罚后
仍可办理换证手续，驾驶证过期了

和无证驾驶是两码事。
成都商报：保险合同条款中，

如果约定“驾照未按规定审验的，
不予理赔”，是否属于格式条款？

郭刚：如果保险公司与驾驶人
签订的保险合同中涉及到此类约
定，那明显属于格式条款。所谓格
式条款，又称为标准条款，是指当
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
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
款。《合同法》从维护公平、保护弱
者出发，对格式条款从三个方面予
以限制：第一，提供格式条款一方
有提示、说明的义务，应当提请对
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
款，并按照对方的要求予以说明；
第二，免除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当事

人主要义务、排除对方当事人主要
权利的格式条款无效；第三，对格
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按通
常理解予以解释。如果对格式条款
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
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因
此，即使保险合同就此约定了，那
也属于无效条款，保险公司无法以
此作为免除赔偿责任的理由。

因此，驾驶人在购买保险时，
在保险合同上签字前，一定要仔
细阅读各项保险条款，做到心中
有数，这样一旦发生事故，才能更
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此外，也要
留心自己的驾照有效期限，尽可
能在驾驶证有效期满前90日内申
请换证。

律师说法 驾照过期未审验 不等于无证驾驶

新闻链接 此种情况 这些保险公司表示会理赔

店员：事发今年2月底
女同事眼部被咬伤

店员李先生介绍，事情发生在
今年2月27日中午12点过，宠物主人
将这只阿拉斯加犬送到店里洗澡美
容，“这只阿拉斯加犬是第二次来店
里。”事发时，他也在店里给小泰迪
洗吹美容，被咬伤的店员罗女士就
在其身旁给阿拉斯加犬洗澡。

“一般我们会给狗进行绑定，把
狗的嘴套住，但这只阿拉斯加犬当
时挣脱了，所以咬到人。”李先生表
示，阿拉斯加犬将罗女士的眼部咬
得比较严重，当时看见同事右眼血
流不止，倒在洗澡池边上，他连忙上
前帮忙处理伤口。

李先生向记者展示的图片显
示，其同事右眼上下方被咬出伤痕。
据李先生介绍，事发后，阿拉斯加犬
的主人带着受伤的罗女士去医院检
查及打了狂犬疫苗。后来，店里曾致
电阿拉斯加犬的主人，希望到店协
商此事，“对方说有事，就一直没处
理。5月21日，阿拉斯加犬的主人一
方来店协商，期间发生冲突，店员被
他们（对方）打了，之后警方将打人
者带走。”记者获悉，针对此事，西昌
警方已介入调查处理。

伤者：留下心理阴影
相貌受影响

昨日，记者联系上被咬伤的罗女
士，她说，事发后留下心理阴影，已从
该店辞职。她回忆，当时正给阿拉斯加
犬洗澡，抱出来的过程中，狗突然挣
脱，猝不及防被咬了一口，当时痛得没
知觉了，倒在池边。“我从事宠物美容
行业三年，第一次受这么重的伤。”

“店里在积极处理此事，承担了
相应治疗费用。”罗女士介绍，经治
疗，眼部周围留下疤痕，眼睛未出现

失明情况，“相貌受到影响，其他并
无大碍。”她准备在西昌的医疗机构
做美容手术，修复眼部周围的疤痕。

“特别澄清，店员的确是被咬伤，
但并没网传的失明。”该店的负责人
巫先生表示，事情发生后，除了狗主
人垫付部分医疗费用外，店方为罗女
士垫付五六千元后续治疗费用，下一
步还将为罗女士支付医疗美容费用。

“狗主人一方应承担相应责任，如与
对方协商不成，准备走法律途径。”

昨日下午，记者多次拨打狗主人
一方的电话，对方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律师：如认为狗主人有过错
可起诉要求赔偿

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
师王英占认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
78条的规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饲
养人或管理人应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归
责原则。

王英占表示，从本案来看，如果
狗主人将阿拉斯加犬完全交于宠物美
容店，那宠物美容店就变成管理者。如
果店员存在明显过错，应由美容店承
担侵权责任。如果狗主人与美容店一
起参与为狗洗澡，那么狗主人不仅是
饲养者也是管理者，应由其承担相应
的责任，店方也应当承担部分责任。侵
权责任是法律的规定，最终由谁承担
责任，还要看狗主人与宠物店间有无
约定，且是如何约定的。

四川谦亨律师事务所张天鸿律
师表示，宠物店工作人员作为案件
受害人，其在工作中因工作原因受
伤，按照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
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受害人可以向宠物店
主张赔偿，当宠物店赔偿后，如果认
为宠物狗主人在此过程中存在过
错，也可依法予以起诉要求赔偿。

成都商报记者 江龙 摄影报道

日前，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
院作出一审判决，超市方就侯女
士摔倒受伤一事承担60%的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公民享有生命
健康权，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组织
者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
障义务，致使顾客遭受人身损害
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当
事超市水产区经常有水溅出，地面
比较湿滑，容易造成消费者摔倒，
未在地面上铺设防滑垫或做一些
防滑处理，增大了消费者摔倒的风
险；其次，水产区鱼缸设置过高，造
成消费者需站到不锈钢管上去捞
鱼，摔倒风险进一步增加；最后，水
产区缺少服务员，当消费者需购鱼
时，未安排专业服务员去打捞，同

时也缺少安全警示标识，警示消费
者注意安全。

法院认为，超市在经营活动
中未完全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
消费者侯女士的损害后果应当承
担主要责任，而侯女士作为成年
人，明知地面湿滑，且站在钢管上
去捞鱼，存在摔倒的风险，理应尽
到高度谨慎注意的义务，故侯女
士也应负部分过错责任。最终，法
院认定侯女士的医疗费、护理费、
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共计2.9万余
元，侯女士自身承担40%的责任，
超市方承担60%的责任，共计赔
偿侯女士1.7万余元，先前垫支的
3000余元予以扣除。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

遭网络诈骗后挪用百万民政资金

大学生村干部
被判7年徒刑
并处罚金40万元

5月22日，“廉洁绵阳”发布消息，
绵阳游仙区徐家镇29岁的女大学生村
干部贾某某遭遇网络诈骗后，挪用民
政资金百万元。目前，法院以贪污罪判
处其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40万元。

据“廉洁绵阳”消息，作为一名农
村学生，贾某某高考时凭优异的体育
成绩考取中国矿业大学，2011年6月毕
业后，成为江苏某大专院校的体育助
教。但看到父母一天天年迈，又要照顾
年幼的弟弟，贾某某决定回到父母身
边，当了一名大学生村干部。

贾某某原是游仙区徐家镇书房村
村主任助理，2016年初借调至徐家镇
政府社会事务与计划生育办公室协助
民政工作，2017年9月，贾某某通过徐
家镇大学生村干部定向招录考试。在
马上转为事业编制的过程中，她出事
了。2017年9月，因涉嫌贪污被司法机
关依法采取刑事措施。

2017年8月28日，当地镇政府领导
接到镇财政所电话，反映敬老院民政
资金有点问题，政府领导立刻安排人
员对全镇城镇低保的发放情况进行核
查。核查发现，2016年1月至2017年8
月，有近58万元左右的补助资金没发
到应该发放的人手上。随即，徐家镇政
府、镇纪委工作人员对贾某某从2016
年1月至2017年8月经手的所有民政补
贴资金项目进行全面清查，经核实，贾
某某套取的资金达110多万元，涉及城
镇低保、农村低保、医疗救助等。凡是
她经手的项目，基本都被不同程度地
截留挪用。

案发后，贾某某的个人账户上资
金已所剩无几。调查结果出人意料，大
多数资金被骗了。经核实，贾某某的个
人账户关联了一家叫做四川川商商品
交易中心的公司，他们用高额盈利诱
惑骗取到贾某某的身份证号、银行卡
号、支付宝账号，然后在网上进行大宗
商品交易，炒卖，结果将贾某某转账的
40余万元全部亏损。

2018年4月16日，贾某某因严重违
纪被开除党籍。2018年4月4日，游仙区
人民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处贾某某有
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40万元。

涉及范围这么广，金额这么大，贾
某某的违纪违法行为为何没被及时发
现？通报称，游仙区民政局下发的补助
文件只涉及到户数、人数和补助金额。
由贾某某根据申报情况造表，领导审
核主要是看户数、人数和总金额是否
一致，所以当时就没发现异常情况。

办案人员调查发现，贾某某利用
职务之便非法收取他人银行卡，违反
低保、优抚等资金的使用规定，套取国
家民政资金。

目前，根据绵阳市党风廉政建设
“一案双查”实施办法（试行）要求，游
仙区纪委监委对贾某某案启动了“一
案双查”程序，对徐家镇党委履行主体
责任、徐家镇纪委履行监督责任、分管
领导责任进行调查。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司机驾驶证过期未审验，驾车上路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应
承担赔偿责任吗？近日，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最终判决被告保险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

超市买鱼
摔伤入院

顾客获赔1.7万
法院：超市未完全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担责六成

去年，侯女士在南充
城区某超市水产区自行
捞鱼时不慎摔伤住院。后
来，她将超市方告上法
院，要求赔偿。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
从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
院获悉，本案日前已作出
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超
市在经营活动中未完全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
承担主要责任；而侯女士
作为成年人，明知地面湿
滑，且站在钢管上去捞
鱼，存在摔倒的风险，理
应尽到高度谨慎注意的
义务，其也应负部分过错
责任。最终，法院判决超
市方承担60%的责任，共
计赔偿侯女士1.7万余元。

超市摔伤
谁之责

被狗咬伤
谁之责

连日来，一则“阿拉斯加
咬伤美容师眼部致失明”的
消息在网上引发关注。网传
视频显示，一名戴着口罩的
宠物美容师，给一只阿拉斯
加犬洗完澡后，将其从洗澡
池抱出来时，阿拉斯加犬突
然挣扎，咬了这名宠物美容
师一口，宠物美容师当场用
手捂住眼部……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探
访位于西昌长安中路的这家
宠物店，负责人巫先生表示，
店里一名女性宠物美容师的
确被阿拉斯加犬咬伤，但没
有失明。被咬店员罗女士表
示，被咬后自己留下心理阴
影，已辞职，眼部治疗后留下
了疤痕，正准备做美容手术。
目前，此事还在进一步协商
处理中。

网传阿拉斯加咬伤美容师眼部致失明
伤者：被咬伤右眼 并未失明

目前此事还在进一步协商处理中

今年50多岁的侯女士，是南充
市某公司员工。去年7月10日早上，
她前往南充城区某超市买鱼，在超
市水产区，她拿网自行从鱼缸里捞
鱼时突然摔倒。随后超市员工将她
送往南充市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进行检查，经诊断为右肱骨大结节
骨折。当天，侯女士转入南充市中
医院进行保守治疗。同年9月10日，
侯女士到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入
院治疗，一周后出院。

2017年8月22日，侯女士曾

要求超市出钱为自己治疗未果，
后经辖区派出所出面协调，由其
先自行治疗。她表示，自己摔倒
是因水产区地面湿滑且未进行
防滑处理，超市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致自己受伤，理应承担赔
偿责任，但双方一直未就赔偿事
宜协商一致。随后，侯女士将超
市方起诉到南充市顺庆区人民
法院，要求超市赔偿医疗费、护
理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
等共计3.3万余元。

地面湿滑 顾客超市购鱼摔伤

庭审中，超市方的委托诉讼
代理人向法官表示，侯女士摔伤
的主要原因，是其本人。

超市方认为，超市水产区地
面湿滑，侯女士在鱼缸里捞鱼时，
因身高原因受伤，其自己负主要
责任。超市在墙面上做好了注意
地滑等字样的温馨提示，在侯女
士摔倒之后，超市员工第一时间
送其就医，且垫支了相应费用，侯
女士住院及出院期间，超市也经
常前去看望。超市方认为，侯女士
的请求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持。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前往当事
超市水产区查看发现，装着待售鲜

鱼的鱼缸靠近墙壁而设，地面安装
有防撞钢管，鱼缸共三层，最高一
层鱼缸距地面高度超过1米6，鱼缸
前方挂有一块牌子，提醒顾客若有
意购买，可让服务员从鱼缸内捞
鱼。该超市行政办公室相关人士
称，相关提示牌一直都有，水产区
因随时要捞鱼，地面确实可能有
水，但超市做了相关提醒，地面有
水后保洁员都会及时清理。水产区
一员工表示，有些顾客对服务员挑
选的鱼不满意，也会拿着网兜自行
挑鱼。他分析，侯女士也可能是由
于自身身体素质原因发生了晕倒，
而并非地滑发生摔倒。

超市认为：顾客系身高原因摔倒

法院判决：超市担责六成 顾客担责四成

当事的宠物店咬伤人的狗
图据受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