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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新车上险
按旧车理赔

!!!"#$%&'()*$%+,-./012

价值仅三四万元的旧车! 须按十万元
的新车价交纳保险费" 出了事却只能按旧
车价理赔###这样的$霸王条款%在车险行
业竟大行其道&

$新华视点%记者日前对人保'平安'太
平洋三大保险公司调查发现! 机动车保险
定价(猫腻%多多!广大消费者则被无辜(吸
金%& 消费者和有关专家呼吁!保险行业高
保低赔的(霸王条款%多年难以铲除!折射
出保险行业诚信建设任务十分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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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车主王女士非常纳闷! 她一辆开
了 !"年的桑塔纳现在顶多值三四万元!保
险公司给出的车损险保险金额却是 !#$#%

万元&保额高意味着保费高!自己的保费岂
不是要多掏不少)

经过咨询! 保险公司销售人员告诉王
女士!根据公司统一规定!无论驾驶多少年
的机动车! 保险金额都须按新车购置价来
计算& 这样一来!王女士 !&&&年买的桑塔
纳就要按照新车标准交保费& 但若按旧车
入保!她至少可以节省六七百元保费&

业内专家指出! 相比之下国外的车险
则更多的是根据车辆的实际价值! 车型及
其出事概率等多种相关因素综合计算保
费!而非使用(一刀切%的做法&

就王女士的车辆入保问题!记者分别致
电人保'平安'太平洋三家保险公司!三家公

司不约而同都给出了 !#$#%

万元的保额定价& 三家公司
的客服人员都告诉记者!他
们的报价是在系统中统一查
询的! 而系统给的报价就是
新车购置价&

但记者登录汽车之家网
站查询到与该款车型类似的
目前在产排量 !$%的桑塔纳
车型! 其厂商指导价仅为
%$&%万元&相比之下!保险公
司给出的新车购置价比市场
价高出了 !"!左右& 当记者
询问为何保险公司车辆定价
比市场上的新车价还高时!

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解释说 (这是统一定
价%!也有保险业务员称(保价中含新车购
置税%&

记者调查发现! 像王女士一样注意到
车险保额的车主仍属少数! 大多数人由于
嫌麻烦等原因对保费的计算方法一无所
知& 记者联系了在北京朝阳门一家 '(外企
工作的王先生!从 "##%年购买本田雅阁到
现在!他对保费算法并不清楚&翻出放在后
备箱里的保单! 他才知道自己今年交的
)### 多元保费是按新车购置价收取的&

(对保费一直糊里糊涂的!感觉保险公司在
定价上猫腻多多& %王先生说&

专业人士解释说! 我国保险法中明确
规定!(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也就
是说车险保额不能超出实际车价! 保险公
司此举或涉嫌违法! 可见保险公司存在定
价(虚高%问题& 按北京市近 )##万辆的机
动车保有量计算! 若每辆车皆按新车交纳
保费!保险公司从车主们身上(吸金%的数
量相当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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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在人保'平安'太平洋三
家公司的车损险保单中!都标明确定保险金
额可按新车购置价或新车购置价内协商价
两种方式计算!投保人可自愿选择其中一种
方式投保& 但在实际操作中!车主的选择权
被保险公司剥夺& 记者经过多次咨询发现!

人保和太平洋保险电话车险工作人员大多
表示!只能以新车购置价来确定保险金额&

更让车主费解的是!以新车价投保!却
并不等于能获得等同于新车价的赔偿& 王
女士保单背后的条款写明! 当机动车发生
全部损失! 应参照出险时车辆的实际价值
进行赔款& 根据该条款!&座以下非运营客
车按月折旧 *"计算!最高折旧不超过新车
购置价的 %#!&也就是说!王女士的车现在

如果被全部撞坏! 她最多只能拿到新车购
置价的 "#!!也就是 "$#!*万元& 这显然与
多数消费者认为的保多少赔多少相左&

有专家指出! 如旧车按照新车价格赔
偿可能引发道德风险!例如(碰瓷儿%诈取
保费等现象! 但这也不能作为旧车应按新
车标准交保费的借口&

记者就这个问题询问保险公司!保险公
司工作人员给出的答复是因为车辆发生部
分损失时! 保险公司是以新配件进行置换!

不可能换一个旧的零件给车主&而且如果车
主一年多次发生事故!赔偿金额可能会超过
车辆的实际价值!因此无论行驶多少年的机
动车!都要按照新车购置价格计算&

对于该解释!业内人士指出!保险公司
的说法并不合理& 尽管部分损失占索赔案
例中比例较多! 但其中如剐蹭等大多数案
例的损失赔偿金额很小! 故以此为由放大
到全部案例是不合理的&此外!保险公司并
未公布其赔偿总额中车辆发生全损占比是
多少! 如此直接将全部车辆按新车购置价
计算保费并不公平&

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邱宝昌也
表示!保险公司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车损
事故发生后! 无论用新的零件还是用旧的
零件!保险公司都是在保额范围内去赔偿!

与零件新和旧没有关系& 若车辆保额是 %#

万元!即使因修车零件花了 !##万元!超过
的部分保险公司也不赔& 邱宝昌建议消费
者向地方保险行业协会投诉! 或者通过法
律诉讼程序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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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 目前已经有法院判决保险企
业向车主退还多收保费的案例& 北京车主
高先生于 "##+年购买的一辆轿车按新车
购置价投保!"#!#年保额是 !&万元! 然而
这辆车的实际价值只有 !#万元!如果车辆
发生全损!高先生最多只能得到 !#万元的
赔偿!他认为多交了保费!于是将该保险公
司起诉到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险法+ 第五十五条第三款!$保险金额
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
部分无效! 保险人应当退还相应的保险
费& % 法院判决保险公司退回了多收的保
费& 由于保险公司高保低赔的违法事实非
常清楚! 法院也将这起诉讼案件列为简易
程序审理案件&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教授郝演苏指
出! 目前国内车险保费的定价机制并不完
善!新车购置价该由谁来定也不明确!容易
引发纠纷& 此外!饱受诟病的所谓$高保低
赔%条款!对车主来说并不公平!有关规定
亟须加以细化&

$既然保险公司的条款明显违法!但为
什么就没有一家保险公司主动取消掉呢)

显然这些公司为了牟利!能拖就拖!根本不
把消费者的利益放在眼里& 这样的企业怎
能让人信任) %许多车主在对比了保单和保
险法的条款后!感到非常气愤&

$卖一斤白菜就该收一斤菜的钱!车损
险也应当按照汽车的实际价值确定保额!

这样才能保障消费者的利益! 让消费者放
心&车损险高保低赔的霸王条款于法'于情
都该早点废除! 这对于保险行业的诚信建
设和行业形象至关重要& %邱宝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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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
者 !&日下午从民政部救灾司了解到!今
年 &月份以来!我国陕西'四川'河南等
省连续出现较强降雨过程& 尤其是过去
一周!强降雨主要集中在陕西中南部'四
川盆地' 黄淮西部和北部! 其中陕西南
部'四川东北部降雨量达 "###,##毫米&

截至目前最新统计!持续性强降雨
造成四川'陕西'河南 +省遭受严重洪
涝灾害!受灾人口 !""&$,万人!因灾死
亡 )-人! 失踪 "&人! 紧急转移安置
!"!$,万人,其中避险转移 )-$"万人-"

农作物受灾面积 *)#$*千公顷!其中绝
收 )#$%千公顷"房屋倒塌 !"$&万间!损
坏 +#万间"直接经济损失 !-"$-亿元&

OPQRSTUV

连日强降雨造成四川巴中' 达州'

广安三市险情不断'灾情严重& 截至 !&

日 !-时! 渠江特大洪峰正向下游的达
州市渠县'广安市推进!沿江地区正抓
紧疏散转移受洪水威胁群众&据初步统
计!巴中'广安'达州三市共转移群众约
!#*万人&

截至 !&日 !时!$&.!%% 强降雨过
程已造成巴中市 !+人死亡 !#人失踪&

目前!当地政府正组织力量全力搜救失
踪人员&

记者 !& 日从四川省广安市公安
消防支队获悉! 由于 !- 日以来受巴
河流域持续强降雨影响!!% 日 !- 时
起渠江广安段水位不断上涨! 截至
!& 日 !! 时!广安老城区大部分街道
进水!洪水淹没街巷 ,# 条!! 万余间
房屋受损!"### 余间房屋垮塌& 部分
场镇街道水深达到 ) 米!居民受灾严
重&

来自广安市水文局的预测!!&日 !)

时左右渠江广安市老城区段将迎来最高

洪峰!水位达 "+&$)米!上涨 "-$!+米!超
警戒水位 !#$*米&

截至记者发稿时!渠江广安段水位
仍在上涨!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W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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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河南省强降雨过程造成的严
重洪涝灾情!国家减灾委'民政部 !&日
!! 时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
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查看灾情!协
助开展救灾工作&

据河南省民政厅报告! 截至 !&日
!#时统计!&月 !#日以来的洪涝灾害
已造成全省 !,市 ,&个县,市'区-不同
程度受灾!因灾死亡 *人!紧急转移安
置 !$)"万人!倒塌房屋 !$!*万间!损坏
房屋 !$**万间! 因灾直接经济损失 &$+

亿元&

XY�TÿU!�

川陕豫3省洪灾死亡5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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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水库水位涨至161.0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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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日从国家防总获悉!连
日来的强降雨致使汉江'渭河'嘉陵江
等河流发生秋汛!国家防总于 !&日 !#

时启动防汛!级应急响应&

&月 !*日以来!我国汉江'渭河'

嘉陵江流域发生强降雨过程!长江流域
的渠江'乌江下游'汉江上游部分支流
以及黄河流域渭河中游等 !,条河流发
生超警以上洪水& 其中!渠江干流发生
超历史实测记录的最大洪水!汉江出现

今年以来最大洪水!陕西渭河下游发生
超警洪水& 长江三峡水库'汉江丹江口
水库出现较大入库过程! 水位持续上
涨& !&日 %时!长江三峡水库水位涨至
!*!$#"米!超过汛限水位 !*$#"米&

有关流域和省份高度重视防汛抗
洪工作! 长江和黄河防总均已启动防
汛!级应急响应!四川'陕西'湖北等
省防指先后启动防汛"级'#级'!级
应急响应!加强嘉陵江'汉江'渭河堤
防防守等秋汛防御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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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西藏自治区民政厅报告!北京时间 &月 !%

日 "#时 ,#分!印度锡金邦,北纬 "-$-度!东
经 %%$"度-发生 *$%级地震!震源深度 "#公
里!震中距离中印边境最近约 "#公里!距西
藏日喀则地区亚东县城驻地约 -#公里&

截至 &月 !&日 &时统计!地震波及日喀则
地区 !+个县!亚东'定结等县受灾较重!已造成
-人死亡!"+人受伤,其中 "人伤势较重-!不少
房屋倒塌损坏&亚东县县城停电!通往亚东的部
分公路出现塌方&由于地震造成灾区交通'通讯
不畅!具体灾情仍在进一步核实统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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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上午!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宣判一起由全国$打黑办%挂牌督办的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名被告人中!

有 +名一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另
,,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 "#年至 !年零 %

个月有期徒刑或拘役'缓刑'单处罚金等&

法庭认为!被告人高海涛'高海君'王
树清与张波团伙沆瀣一气! 相互扶植'相
互利用!通过开办公司'企业'骗取银行贷
款'赌博的形式聚敛了大量金钱!$以商养
黑%'$以黑护商%& "##+年至 "##&年间被
告人高海君先后成立了黑龙江省绥化农
垦嘉鸿薯业有限公司等经济实体&被告人
高海涛'高海君'张波'王树清及其组织成
员通过骗取贷款'聚众赌博抽红'非法控
制马铃薯市场及客运营运线路等违法犯

罪手段!大肆敛财!获取了巨额经济效益&

贿赂'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

法庭认定王树清'高海涛'张波'高海
君等 ,-名被告人涉及组织'领导'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故意伤害罪' 贩卖毒品
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故意毁坏财
务罪等 !-种罪名&这些被告人实施违法活
动 "&起"实施故意伤害犯罪 )起!致 !人
死亡!!人重伤'!+人轻伤'!!人轻微伤"实
施寻衅滋事犯罪 !)起"实施聚众斗殴犯罪
+起"实施故意毁坏财务犯罪 !起&

法庭分别判决王树清'高海涛'张波
+名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 判决被告人高海君有期徒刑
"#年!剥夺政治权利 )年&其他被告人分
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 年至 ! 年零 % 个
月或拘役'缓刑'单处罚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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