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晶

编辑同志：
三个月前， 谢某驾驶重型

货车行驶在没有禁止左转弯标
志、 标线的地段时， 因突然发
现走过头了， 遂未顾及其他车
辆和行人通行 ， 立即减速掉
头。 此时， 驾驶摩托车在谢某
后面同向而行的我， 由于相距
较近， 出于躲避， 急转中不慎
翻入路边小河， 导致全身多处
受伤和摩托车损坏。

当我向谢某投保第三者责
任 商 业 险 的 保 险 公 司 要 求
理 赔 时 ， 却遭到拒绝 。 对方
的理由是谢某掉头没有违反交
通规则， 同时重型货车与摩托
车并未发生接触， 即损失完全
是 我 自 己 没 有 注 意 路 面 动
态所致。

请问： 保险公司的理由成
立吗？

读者： 苏晓萌

苏晓萌读者：
保险公司的理由不能成

立， 即其应当承担理赔责任。
道路交通事故并不以是否

“接触” 作为构成要件及承担
责任的必要条件， 即只要当事
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具有因果
关系并具有过错， 就应当承担
相应的责任。 因为 《侵权责任
法》 第六条规定： “行为人因
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与之对应， 保险公司究竟
应否对你作出理赔， 关键在于
谢某是否存在过错。 本案中，
谢某是明显存在过错的：

一方面， 《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 》 第四十九条规
定： “机动车在有禁止掉头或
者禁止左转弯标志、 标线的地
点以及在铁路道口 、 人行横
道、 桥梁、 急弯、 陡坡、 隧道
或者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 不
得掉头。 机动车在没有禁止掉
头或者没有禁止左转弯标志、
标线的地点可以掉头， 但不得
妨碍正常行驶的其他车辆和行
人的通行。”

谢某驾驶重型货车在没有
禁止左转弯标志、 标线的地点
掉头， 虽然不为法律所禁止，
但谢某置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于不顾， 客观上也确实妨碍了
其他车辆和行人正常行驶， 因
而同样属于违法之列。

另一方面， 谢某虽然不希
望因为自己的行为造成其他车
辆和行人的损害， 也没有放任
损害的发生， 但其应当预见自
己不瞻前顾后地掉头， 可能会
造成他人损害， 却疏忽大意而
没有预见， 或者是已经预见但
轻信可以避免， 即具有主观上
的过失。

而你虽然未与谢某驾驶重
型货车接触， 但你是由于谢某
带来的不便和心理压力， 出于
躲避不被重型货车撞到， 才急
转并不慎翻入小河， 损失恰恰
与谢某的过失密切相关， 如果
没有其行为 ， 就没有你的损
害， 也就是两者之间具有法律
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 《侵权责
任法 》 第二十四条还规定 ：
“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
发 生都没有过错的 ， 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 ， 由双方分担损
失。” 即鉴于你没有注意路面
动态， 对事故的发生也具有一
定过错， 因而应当自担一部分
损失。

颜梅生 钟修平 法官

昌平区司法局

【维权】11专题２０19年 4月 1６日·星期二│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 刘红颖│校对 吉言│E—mail:ldwbwq@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为提升治理效能， 本市建立
了覆盖全市的监控网络体系， 将
劳动保障监察 “网格” 与社会治
理网格并网 ， 划分为 2945个网
格， 配备劳动保障监察专 （兼 ）
职协管员3065名， 完成对22.6万
户用人单位基础信息采集， 建立
了完整的欠薪预警系统。

同时， 通过工会、 司法机构
的法援信息、 信访接访、 公安处
置、 12345和12333平台信息、 舆
情监控等， 进行大数据综合对比
分析， 形成重点防控措施， 积极
化解矛盾。

各区通过街 （乡）、 社区等
移动终端迅速反馈， 实现区级、
街道、 社区三级联动， 发挥 “朝

阳群众、 西城大妈” 等末端信息
基础作用。 如东城区就通过社区
公众号与全区177个社区主任 、
社区工作者 、 小巷管家互联共
享。 全市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对媒
体、 网络上反映的欠薪问题， 第
一时间介入、 第一时间核实、 第
一时间回应舆情关切。

此外， 打破了劳动者维权的

地域性限制， 劳动者维权实现全
市 “一点投诉举报、 全网联动处
理”， 京津冀劳动监察案件实现
“一点投诉、 三地联动处理”， 还
可以通过 12345、 12333热 线 电
话 ， 微信 、 微博等渠道进行维
权， 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 劳
动者法律咨询、 维权路径实现全
天候。

记者从通州区消费者协会获
悉，近年来，健身行业蓬勃发展，
各种类型健身会所及其连锁品牌
门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据不完
全统计， 目前通州区的各类健身
类经营者已达200余家。 与此同
时，“私教”这一行业也应运而生。
随之而来的是， 健身房此类预付
式消费纠纷亦不断增加。

消费者李女士于2018年12月
26日在通州区台湖镇一连锁健身
房健身时 ， 结识了店内工作人
员。 对方自称是优秀专业的私人
教练， 名叫徐某。 徐教练向李女
士承诺会带给她专业的私人训
练 ， 并将长期在这家健身房工

作。 之后， 李女士购买了私教课
11940元。

可春节过后， 当李女士再去
店里时发现徐教练已经离职， 而
健身房工作人员及徐教练本人均
未提前告知此事。 鉴于自己认可
的徐教练已经离职， 李女士向健
身房提出退款要求， 可健身房并
不同意。

无奈， 李女士向北京市通州
区消费者协会台湖分会投诉， 要
求解决双方之间的争议。 她向调
解人员说： “春天到了， 本来想
好好健健身， 有个好身材和好心
情 ， 可花了一万多元没上几节
课， 教练就离职了。”

通州区消费者协会台湖分会
工作人员对合同、 发票等相关证
据调查后， 依法约谈了经营者。
经过近2小时的调解， 经营者与
李女士达成一致， 除去已消费金
额， 同意现场为李女士退款。

据通州区消协工作人员介
绍，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五
十三条规定： 经营者以预收款方
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 应当按
照约定提供 。 未按照约定提供
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
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 并应当承
担预付款的利息、 消费者必须支
付的合理费用。

本案中， 消费者李女士与健

身房徐教练有约在先， 由徐教练
负责李女士的私教课指导。 徐教
练离职后， 经营者无法提供此项
服务， 李女士有权要求健身房退
回剩余预付款。

通过此事， 通州区消协提醒
消费者， 要谨慎、 理性选择预付
消费， 消费时注意保留好相关凭
证， 如付款凭证、 消费短信等，
并与商家签订消费服务合同。 一
旦消费并充值后， 经营者未能依
约提供服务， 消费者有权要求办
卡方退款。 当遇到退款难的问题
时， 可与经营者协商解决； 协商
不成的， 可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和消费者协会寻求帮助。

通州消协提示：健身行业预付消费当谨慎
□本报记者 赵思远

北北京京打打破破劳劳动动者者维维权权地地域域限限制制

车辆买卖未过户，事故责任谁来负？
案情介绍：

近日， 昌平区小汤山镇某村
村民刘某来到镇法律援助工作站
咨询。 2018年6月，刘某将自己的
一辆长安牌厢式货车卖给了朋友
张某，当时未办理车辆过户手续。
2018年10月， 张某驾驶该长安牌
厢式货车将骑车人王某撞伤，经
交通队认定张某负事故全部责
任。 王某住院花了5万多元医药
费，且造成腿部残疾。张某在支付
了2万元医药费后，无力再支付任
何赔偿。 王某得知张某是从刘某

处购买的汽车且未办理过户手
续，于是便找到刘某，认为刘某是
该长安牌厢式货车的登记车主，
理应负责赔偿王某的损失。 刘某
不知所措， 便找到小汤山镇法律
援助工作站询问自己应怎么办。

法律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 第五十条规定： “当事人之
间已经以买卖等方式转让并交付
机动车但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
记， 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
车一方责任的， 由保险公司在机

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
以赔偿， 不足部分， 由受让人承
担赔偿责任。” 法律援助工作站
工作人员告诉刘某， 如果刘某的
长安牌厢式货车没有达到报废标
准， 也没有拼装行为， 那么按照
法律规定， 首先由保险公司在机
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
骑车人王某进行赔偿 ， 不足部
分， 由受让人即张某承担赔偿责
任， 原车主刘某不用承担责任。

工作站提示：
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人员提

醒广大群众， 在二手车交易过程
中， 一定要及时办理车辆过户手
续， 并留存合同、 票据等相关凭
证， 防止发生不必要的纠纷。

建立完整欠薪预警系统 实现一点投诉举报、 全网联动处理

确保重大工程一律不出现欠薪问题， 到2020年实现基本无拖欠工资目标

车未接触引发交通事故
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近日， 记者从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了解到， 2018年全市上下坚持源头治理、 依法治理， 在工资支付保障
制度、 诚信体系建设、 健全责任体系等方面全面发力， 当年共为1.76万名农民工追发工资1.39亿元， 有力维
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为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
境， 本市加大信用监管， 不断健
全信用体系。 目前， 本市通过六
种方式全面加大对用人单位的信
用监管力度：

一是劳动保障重大违法行为
向社会公布。 据悉， 2018年共公
布了44家用人单位。

二是建设企业诚信等级评价
系统， 目前已对22170家企业作
出诚信等级评价 。 其中 ， A级
6113家 、 B级 15976家 、 C级 81

家， 评价结果在市人力社保局网
站公示。

三是将拖欠农民工工资用人
单位列入 “黑名单”， 已将3家用
人单位公布列入 “黑名单” 并推
送国家信用系统。

四是通报工程建设领域拖欠
农民工工资不良信息， 目前已通
报33家用人单位及173名个人。

五是落实行政处罚公示制
度， 对687家用人单位进行信用
公示。

六是建立并落实联合惩戒机
制， 对列入 “黑名单” 的用人单
位， 全市31个行政部门对其在政
府采购、 招标投标、 政策扶持、
国有土地出让等方面实施32类联
合惩戒措施。

根据多项信用结果的综合运
用， 全市1466家建筑施工企业长
期以来未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事
件， 被列入信用优等， 不需要再
办理农民工工资保函。 下一步，
全市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将加

强隐患排查 ， 完善应急处置机
制， 盯紧重点行业企业、 重点群
体、 重点地区， 及时化解突出矛
盾 ， 使劳动者权益得到有效维
护。 同时与全市各相关部门加强
配合， 全力做好治欠保支各项工
作， 强化综合治理， 实施好 “黑
名单” 制度和联合惩戒机制， 确
保重大工程尤其是政府投资项目
一律不出现欠薪问题， 牢牢守住
劳动者的权益底线， 确保到2020
年实现基本无拖欠工资目标。

建建立立覆覆盖盖全全市市的的监监控控网网络络体体系系 有有效效提提升升治治理理效效能能

通通过过设设立立拖拖欠欠工工资资““黑黑名名单单””等等六六种种方方式式 加加大大对对用用人人单单位位信信用用监监管管力力度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