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修

修变“砍”

相关部门：要求施工方降低修枝强度

内江数百棵行道树遭遇过度修枝 市民：

太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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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民李先生
去年花了近20万买了
一辆轿车，而就在今
年11月准备卖掉这辆
车换新车时，二手车
市场给出的价格却比
同类车型便宜两万，
究其原因，竟是第三
方出具的维保记录
中，显示该车有“发动
机解体大修”，重要部
件评级为最低等级
——C级。

李先生很气愤：
自己买车后只有两次
轻微擦挂事故，都只
进行了简单的补漆，
“发动机解体大修”从
何而来？李先生查询
后发现，这竟是今年1
月的一次擦挂事故
中，保险公司为补充
喷漆修复工时费所点
选的项目。现在，由于
维保记录已同步到全
网，只要在第三方平
台输入该车信息，“发
动机解体大修”项随
之就会被检索出，若
不修改，将伴随该车
“一生”。13日，保险公
司工作人员承诺将向
总公司申请数据修
正，但能否修改，暂不
确定。

咋回事？原来保险公司

为补工时费，无中生

市民：
如此修剪，何异于砍树？

“确实修剪得有些过了，有些只
剩下树干，连树枝都没有了，更别说
留一片树叶。”11月13日，内江城区
临江路，正在围观行道树修枝的市民
刘某认为，行道树修枝应保留一部分
枝条和树叶，起到其应有的美化街道
和遮阴挡雨等作用。“这样修剪和砍
树没有区别，太丑了。”

记者在临江路及相连的新江路发
现，两公里多长的这条临江道路上，靠
江一侧的数百棵行道树只剩下约30
棵未修剪。修剪过的行道树树冠全无，
只剩下树干及少许枝干，有些留下少
量树叶，有的连树叶也看不到。

住在附近的市民们介绍，这些行
道树都是小叶榕，至少栽种了 10 多
年。随机采访近 20 名围观或路过的
市民，大部分都认为行道树修剪过
度，施工方修枝太“野蛮”。“不知道3

年能长得回来不？”有市民疑虑道。
其实，早在10月中旬，该路段行

道树刚开始修枝不久，内江当地微信
群便有不少网友对此提出质疑。“这
哪里是修枝？”“如此修枝，施工方便，
成本低。”“那么漂亮的行道树，这样
砍了可惜了。”“小叶榕遭遇灭顶之
灾，成了‘光头强’。”网友们说。

施工方：
此前也这样修剪过，
“一两年就长好了”

11 月 13 日上午，施工方仍在现

场对临江路仅剩的约30棵行道树进
行修枝。记者在现场观察发现，和此
前修剪不同，当天上午已修剪的3棵
行道树都保留了部分树冠。

施工方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周某
介绍，行道树修枝只是新江路、临江
路防洪堤改造工程的一项内容，涉及
的行道树共五六百棵，此外还包括栏
杆改造、护坡绿化等。“这些树都是栽
种在靠江一侧的防洪堤上的，不少树
的树冠又偏向江边。”周某说，因此，
修枝主要考虑的是消除这些隐患，保
证防洪堤安全。此外，行道树太高、太

密也遮挡了路灯、红绿灯等，修枝也
要将路灯及红绿灯等交通标志牌亮
出来。

对于市民质疑修枝过度的情况，
周某称，此前他们也曾同样修剪过其
他路段的小叶榕行道树，但一两年就
长起来了。

相关部门：
确实修枝过度，或将给予处罚

内江市东兴区住建局市政园林
所相关负责人介绍，新江路、临江路
的小叶榕行道树栽种多年，一直没有

大的修剪。新江路、临江路防洪堤
改造工程是通过招投标确定的施
工方，行道树修枝，主要是为了消
除树冠偏向甜城湖（沱江内江城区
段）对防洪堤造成的安全隐患。此
外，也是为了把树冠遮挡住的路灯
等亮出来。

“消除隐患，保证安全是第一位
的。但施工方理解有偏差，确实存在
修枝过度的问题。”该负责人说，施工
方的过度修枝让市民有些不理解，为
此，在11月11日接到反映后，市政园
林所及相关部门叫停了修枝。12日，
相关部门又召集施工方座谈，重新确
定了修枝方案。“对剩下的近30棵小
叶榕，我们要求施工方降低修枝强
度，尽量多留一些枝条。在消除隐患
的同时，尽量保证绿化效果。”

该负责人还说，小叶榕很适合在
内江生长，枝条生长快。“预计明年五六
月份就可以长出直径1厘米，长一两米
的新枝条，两三年树冠就可以成形。”

对于此次施工方修枝过度的问
题，该负责人还表示，相关部门已批
评教育施工方，下一步根据情况，还
可能给予罚款等处罚。同时，市政园
林部门在今后也将对行道树给予更
加精细化的管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姚永忠 摄影报道

天上掉天上掉““大修大修””
车主：明明只是擦挂
咋会“发动机解体大修”？

去年12月，成都市民李先生花了近
20万元，购置了一辆蓝色本田雅阁轿
车，今年1月21日，该车擦挂上石柱，他报
了保险。记者从当时保险公司所拍摄的
车辆定损照片中看到，车辆整体并没有
发生改变，只是车辆右前方有几道划
痕。随即，车辆被送往锦江区皇经楼路
229号的长缘广本4S店维修，核定钣金
维修和油漆维修金额为1727元，最后这
笔钱由保险公司直接打入4S店账户。

而在今年11月，当李先生准备卖
掉这款车换新车时，二手车商查询第
三方平台数据后称，该车发动机核心
部件曾大修，要比普通车型便宜两万。
李先生觉得很懵，车子根本没出过大
事故，为何发动机会有大修？

李先生也拿到了第三方平台的查
询结果。记者看到，这是一个二手车行
业查询平台，据该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该平台获取的是厂商和4S店的一手数
据，可查询车辆历史车况、汽车保修等
记录，他说：“车只要有维修，在这个平
台上都能看到。”记者看到，该车在平
台上的整车车况评分为4.6分，在所有
评分项目中，除了发动机/变速箱为
3.9分，车身外观为4分外，其余评分皆
为满分5分。同时，该车重要部件评级
为最低等级——C级。在评级说明中
记者看到，C级为允许发动机、变速
箱、前后桥、气囊、安全带有漏油、漏
水、大修、更换等情况。而在碰撞历史
中显示，该车在2019年1月21日，曾进
行过“发动机解体大修、前翼子板（右）
喷漆和前保险杠皮喷漆”。

“发动机解体大修”从何而来？李
先生带着疑问，找到当时维修车辆的
4S店和保险公司。

““大修大修””从哪来从哪来
4S店：没有维修发动机
保险公司：为补足修复工时费

4S店查询了该车1月21日的维修

项目。系统显示，该车有钣金维修和油
漆维修，并没有发动机解体大修一项，
而在该车所投保的中国人保理赔中心
的系统中，除有上述两项维修项目外，
却多了一项“机修发动机解体大修”。

为何会多了这一项？4S店售后人
员表示不清楚。他告诉记者，4S店确实
只做了钣金和喷漆，并没有维修发动
机。他表示，他们的系统是全国联网
的，“在全国查都只有这两个项目，也
没有查到这个（发动机维修的）记录。”

为何没有维修发动机，却有维修
发动机的名目？李先生告诉记者，他为
此事曾找过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在
11月10日给他开具了一份情况说明。

记者看到，这份情况说明中写道：
“兹有我司承保车辆川A×××××
于2019-01-21出险，实际维修项目：
前保险杠修复喷漆、右前叶子板修复
喷漆。我司系统点选发动机解体大修
项目为补充喷漆修复工时费，非发动
机解体大修，在本次出险维修中，并未
涉及发动机部件。”

但李先生说，他拿着这份说明到

二手车市场，对方根本不认，“最开始
说少两万，有了这个说明，他们评估了
车确实没有发动机维修后，同意由少
两万变成少八千。”而二手车市场给李
先生的理由依旧是，第三方平台仍有
发动机维修记录，这会影响车的售卖，

“二手车商可以给第一个买家解释清
楚，但下一个买家也要解释吗？难道以
后每转一次手都要保险公司出一个证
明吗？”李先生说。

““大修大修””能改吗能改吗
工作人员：可申请数据修正
但是否能改还需上报后确定

13日，记者跟随李先生来到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城
中区理赔分中心。为何4S店和保险公司
的维修记录有差异？相关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这种情况他们也是第一次遇到，
但当时经手这个单子的工作人员已经
离职，所以具体情况他也不太清楚。

他在系统上查询了该车的信息后
告诉记者，该车确实点选了“机修发动
机解体大修”项，价格为942.86元，但
这是为了补足喷漆修复工时费，“这在
后面也进行了‘拆装补足工时’的备

注。”保险公司也给车主出具了相关证
明，“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么点钱是不
能大修发动机的。”

该工作人员表示，李先生的车是
在4S店修的，而在4S店修的工时费肯
定不够。他举例，（做油漆面）在他们系
统里点出来才200多元，但在4S店做一
个油漆面肯定不止200多元，所以才选
其他项目来补充工时费。

他告诉记者，工时费就是人工费，
他们系统里有人工工时费，但是没有
补充工时费的项目。由于系统不能修
改金额，若要补充跟4S店协商好的金
额，就只能用替代项目录入，所以才勾
选了“机修发动机解体大修”项。

另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这种情况很
普遍，但他们遇到类似情况时，一般都
会点“拆装门壳”这些无关紧要的项目
来补充，当时为何会点发动机大修项？
他说，怀疑是当时的工作人员点错了。

前述工作人员表示，“这是我们出
错了，但都可以沟通协商解决。”对于
李先生的损失，他们可以向总公司申
请数据修正，但走流程大约需要一个
多月，而且是否能修改，还需上报后才
能确定。而对于第三方平台是否能同
步修改，他也暂不知晓。

快报名！美国“不动刀”治疗
白内障技术已到成都

铂晶飞秒“不动刀”的白内障手术，
联合植入三焦点人工晶体，让白内障、老
花眼、近视、远视、散光一次性得到治疗。

铂晶飞秒“不动刀”，轻松治疗白内障

步入中老年后，眼睛晶状体逐渐
硬化、浑浊，老花眼和白内障不可避免
地出现，视力逐渐模糊，看不清。四川
知名白内障手术医生、成都普瑞眼科
医院艾碧君院长说：“白内障患者光滴
眼药水是不行的。目前成都白内障手
术已全面升级为‘智能无刀’，铂晶飞
秒激光轻柔接触眼睛，不用‘动刀’，即
可完成治疗。”患者普遍反映“做之前
很紧张，做完感觉很神奇，就像柔软的
隐形眼镜，在眼球上轻轻接触了一下，
一点痛感都没有，居然就结束了。”

三焦点晶体植入，术后看字不费力

96岁的王奶奶，通过白内障手术
植入三焦点人工晶体后，看小字也不
费力。成都首批开展三焦点晶体植入
术的艾碧君院长说：三焦点晶体覆盖
了近距离、中距离、远距离三个视力所
及的范围，术后不用戴眼镜，满足看
报、看电脑、开车、出游等生活需求，仿
佛恢复了年轻态全程优视力。

中老年人做白内障手术，费用减免了

11月19日上午9点，艾碧君院长将
现场讲解“不动刀”治疗白内障技术。凡
报名参加活动的中老年人，免挂号费和
四项基础检查费，赠送精美伴手礼一
份。经检查符合白内障手术指征的患
者，可享受300元-1200元费用减免。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有看不见、看
不清、流泪、眼痒、眼干涩、眼胀痛等症
状，可通过拨打028-69982575报名。

查询平台上多了项“发动机解体大修”
二手车市场车价比同类车型低了两万

错误记录能改吗？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暂不确定

秃秃
11月13日，四川内江

城区沱江河堤上数百棵行
道树的修枝已近尾声。但
自修枝开始后，就有不少
市民质疑施工方修剪过
度，让行道树遭遇“灭顶之
灾”，成了“光头强”。

对此，内江市东兴区
住建局市政园林所相关负
责人表示，施工方确实存
在修枝过度的问题。在 11
月11日接到反映后，市政
园林所及相关部门叫停了
修枝，并于12日召集施工
方，重新确定了修枝方案，
对剩下的约 30 棵行道树
降低修枝强度。下一步，相
关部门或还将对施工方作
出相应处罚。

就该案例，四川澳南律师事
务所主任曾林刚律师说，如果由
于保险公司数据传输错误造成的
损害，从法律关系上讲，这是一个
保险合同纠纷。就该案例来看，保
险公司的理赔行为是基于保险合
同，但在履行理赔的过程中因为
过错或不当，对车主造成了损失，
因此保险公司需承担责任。但具
体如何承担，要看双方保险合同
是如何约定的。“有约定就按约
定，若无约定，就按照合同法的规
定，赔偿损失。”其表示，该案例也
适用双重法律关系，因为他们既
有合同关系，但履行合同过程中，

因为保险公司的行为，也侵犯了
车主的权利，所以也适用《侵权责
任法》，所以按照《侵权责任法》的
规定，保险公司也要对造成的损
失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律师陈
逢逢也认为，保险公司在未经车
主知情和同意的前提下，点选发
动机解体大修项目补充喷漆修复
工时费，涉嫌侵权。保险公司应承
担该车二手市场“发动机解体大
修”与“发动机未解体大修”之间
的差价。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挺 章玲 摄影报道

保险公司应承担责任

律 师 说 法

李先生和他的车

保险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

已修剪的行道树

未修剪的行道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