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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仑公园一雇员下车清垃圾，
电动三轮摩托车未熄火，
结果一市
民驾车撞伤了行人。如此后果谁之
过？近日，
湖里法院一审判决生效，
认定了事故中各方责任。

孙先生办理贷款，让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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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客服人员的QQ。
*#+ ,-./因想贷款开
随后，
“客服人员”以手
店，
他被骗子盯上了。随后，
保险等理由，要求孙先
为了证明自己有还款能力， 续费、
生转 账 。在 转 账 5000元 之
他在微信群里连发红包，结
“客服人员”将孙先生拉
果被骗走7500元……近日， 后，
进一个所谓的 “内部审核”
厦门市反诈骗中心发布《反
诈周报》（5月7日至5月13 微信群，群里其他三名成员
分别是公司放贷的“财务”、
日），提及上述典型案例，并
分析上周反诈骗数据。数据 “经理”及“主管”。
这时，
“客服人员”又以
显示，
上周，
厦门市反诈骗中
心共接报虚假信息及盗窃银 “证明还款能力”为由，让孙
先生在群里发红包。然而，
孙
行储户类诈骗176起，与前
先生在微信群内总共发了
一周的137起相比，增加了
2500元的红包后，
“客服人
39起。
员”却称无法放贷，需要继
今 年 34岁 的 市 民 孙 先
续做流水才能放贷，要求孙
生，
近期正打算辞掉工作，专
先生再交钱。孙先生这才意
职开一家汽车美容店，但算
识到被骗，
遂报警。
上自己工作几年的积蓄，还
市反诈骗中心民警提醒
差20万元的启动资金。5月8
市 民 朋 友 ，不 要 轻 信 网 上
日上午，孙先生在浏览网页
时，
看到一个贷款广告，就点 “无抵押、免担保、快速贷”
击链接并填写上个人信息。 等诈骗陷阱。凡是在放贷之
前提前收取任何费用的，可
当天14时，一名自称贷款公
能都是诈骗。 !"#$%&''
司“客服人员”来电，称可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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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伟是厦门忠仑公园的一名
雇员。
2015年5月1日17时许，
他驾
驶电动三轮摩托车行驶至公园苗
圃一交叉路口时，
停车离开。因清
理垃圾工作需要，该车辆没有熄
火，
但已通过刹车系统将车固定。
随后，
市民阿军路过车辆，伸
手转动了车辆右侧的手把。这一
转可不得了了，三轮摩托车竟向
前开去。为了将车停下来，
阿军继
续上前操控车辆。可是，
车不但没
有停下，
反而向左转弯行驶，撞上
了两名行人。丽丽就是其中一名。
医院诊断，
丽丽右锁骨骨折，右肩
部软组织挫伤。之后的大半个月，
丽丽在医院接受治疗。
事发后，
交警部门作出《道路
交通事故认定书》，
认定阿伟驾驶
车辆停车后离开，
违反了《道路安
全交通法》第六十三条（五）项规
定:
“路边停车应当紧靠道路右
侧，
机动车驾驶人不得离车，上下
人员或者装 卸物 品后 ，立 即驶
离”，因而阿伟负事故次要责任。
同时，驾驶人阿军无证驾驶电动
三轮摩托车，
亦违反《道路安全交
通法》规定，
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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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针对治疗费等问题，丽
丽、阿伟、阿军、忠仑公园一直协
商未果。于是在2016年底，丽丽
将其余三方都告上法庭，向他们
索赔各项损失共计6万余元。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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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时，
阿伟、
阿军均未到庭参加诉
讼，
未提供书面答辩状。
忠仑公园方面承认，阿伟为
公园雇员，事故发生于其从事雇
佣活动过程中。但公园方面提出，
各被告应根据过失大小各自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阿伟和阿军
并不认识，双方不存在共同故意
或者共同过失。”公园称，
阿军驾
驶车辆时，
阿伟并不知情。另外，
事故认定书认定车辆符合规定，
未熄火是工作需要，但阿伟离开
时已经刹好车。若无外力将刹车
系统放开，
车辆不可能发动，更不
可能碰撞他人。
据此，
公园方面认为，阿伟离
开车辆并不必然导致事故发生，
只是为事故发生提供了条件。阿
军未经允许驾驶车辆，应承担主
要责任。公园方面亦对丽丽索赔
的数额提出了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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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里法院一审认为，阿军负
主要责任，
阿伟负次要责任。因为
阿伟为公园雇员，且系从事雇佣
活动中发生事故，因此阿伟应承
担的赔偿义务由忠仑公园承担。

在该事故中，阿伟和阿军的行为
相互作用造成丽丽受伤，缺少任
何一行为都无法产 生损 害 的后
果，因此阿军和公园对其应承担
的赔偿责任互负连带责任。其中
阿 军 承 担 70%责 任 ，阿 伟 承 担
30%责任。另外，经查，涉事车辆
未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
险，
公园应承担交强险限额责任。
湖里法院一审最终认定，丽
丽因此次事故造成的损失为
38423.
45元。其中，
丽丽因事故造
成的医疗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营
养费合计36743.
45元，其中交强
险医疗费限额10000元，由公园
负担；
超过部分26743.
45元，阿军
按 照 主 要 责 任 承 担 70%（ 即
18720.
42元），公园按照次要责
任承担30%（即8023.
03元）。丽
丽因事故造成的护理费、交通费
合计1680元，属于交强险伤残赔
偿限额，
由公园承担。
因此，扣除被告们前期垫付
的款项，湖里法院判决阿军赔偿
丽丽8720.
42元，忠仑公园赔偿
15703.
03元。因公告等原因，
该判
决于近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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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 5月 1
6日刊登在《海西晨报》A6版的拍卖
公告中，!"#$%&'() !" *+,-!./ # 0123$4
567%89:&'(')'*+*,;1<=>?@%89:&'*')+- ;1<其
他内容不变。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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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本公司于 2018年 5月 28日（星期一）上午 9:
30在厦禾路
878号铁道大厦 24层 AB单元公开拍卖:①厦门市洪文社区中心区一期
2幢 12层 09号房屋使用权，参考面积 56.
64m2，参考起拍价 105万元，保
证金 10万元。②厦门市海沧区吴冠村拥军路旁海警公寓 3#楼 603室使
用权，参考面积 172.
61m2，参考起拍价 160万元（设有保留价），保证金
20万元。保证金及报名截止时间:
2018年 5月 25日 17时前（
以实际到账
为准）
。有意竞买者可与我司联系预约看样。报名地址:
厦门市厦禾路 878
号铁道大厦 24层 A、
B单元，
咨询电话:
0592-2290222、
13950080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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