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城市中四处都有

正在施工的工地， 那么在

封闭的施工现场与特种机

动车发生事故， 是否属于

交通事故？ 特种车辆的交

强险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

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 第 119 条

第 5 款规定：“交通事故是

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

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

者财产损失的案件。 同时

该条第 1 款规定， 道路是

指公路、 城市道路和虽在

单位管辖范围内但允许社

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广

场、 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

众通行的场所。 ”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强制保险条例》第 43 条

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

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

造成人身伤亡、 财产损失

的赔偿， 比照适用本条

例。 ”

2008 年 12 月 5 日中

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向

江苏省徐州市九里区人民

法院作出的《关于交强险

条例适用问题的复函》中

指出：“根据《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第 43 条的立法精神，用于

起重的特种车在进行作业

时的责任事故， 可以比照

适用该条例。 ”该条例虽不

属于法律法规， 但作为保

险行业的监管机构， 其发

布的文件保险公司应遵照

执行。

法官提示： 重型非载

货专项作业起重车作业过

程中发生事故致人损伤，

虽发生于封闭施工现场亦

不处于通行状态， 不能认

定为交通事故， 但是保险

公司仍应当在交强险范围

内应承担赔偿责任。

信息时报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周梦倩 甘岸伟 梁艳华

中秋国庆佳节将至， 又到了亲人

团圆、朋友相聚的时刻。 亲友相聚难免

小酌怡情， 虽然醉驾行为早已被刑法

规定为犯罪，“醉驾入刑” 已经成为生

活常识，但仍有不少人抱有“只喝了一

点”的侥幸心理冒险上路。 在此需要提

醒的是， 酒后驾车除了有可能构成刑

事犯罪外， 发生事故后还会遭到保险

公司拒赔， 从而使驾驶人蒙受巨大的

经济损失。

案例

1

酒后驾车发生事故，商业险赔

付难

某甲酒后驾驶机动车碰撞行人及

路边护栏，导致本车车辆损坏，同时造

成护栏损坏及行人受伤。 某甲向道路

管理机构赔偿了护栏维修费用， 以及

向受伤行人支付了医疗费后， 向保险

公司提出索赔， 要求保险公司赔偿本

车车辆维修费， 并赔偿其已经支付的

护栏维修费用及伤者医疗费， 但保险

公司却向某甲发出了拒赔通知书。 某

甲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后

认为， 酒后驾驶是法律法规所禁止的

行为， 保险公司将上述情形作为保险

免责条款，且已经在条款中加粗提示，

免责条款有效， 保险公司拒赔合法合

理，因此法院驳回了某甲的全部诉讼请

求。 此种情况下，某甲只能自行承担车

辆修理费用和护栏维修费、 伤者医疗

费。

案例

2

�

酒后驾车撞人，保险公司代垫

医药费后可向驾驶人追偿

某乙酒后驾驶机动车碰撞行人，导

致行人受伤住院，某乙车辆的交强险保

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向伤者垫付了

医疗费用十万余元。 其后，保险公司将

某乙告上法庭，要求某乙返还其代垫的

医疗费十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

据交强险条例规定， 驾驶人醉酒驾驶

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垫付的抢

救费用有权向致害人追偿；最高人民法

院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司法解

释亦规定 了保险公司在此种情况下有

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权利。 因此，法

院判决支持了保险公司的诉讼请求，要

求某乙向保险公司支付代垫的保险金

十万余元。

信息时报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唐娜 梁艳华

越秀法院普法学堂

信息时报讯（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王君 谢雨虹）

租约三至五年， 专业公

司帮你代购家私家电、经营管理。 将闲

置房屋出租给专门经营酒店式公寓的

公司，既能收租赚钱，又省心省力，却不

知可能已经走进了对方的“陷阱”之中。

记者日前从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了

解到，如今出现一些公司，开始时声称

经营酒店式公寓，需租赁房屋，但签订

合同后不久，却不支付租金，收了房主

的家具家电配置款，便携款“跑路”不知

所踪。

出租房屋 先交家具家电配置款

广州的金女士在南沙有一处六十

多平方米的闲置公寓，2017 年 12 月，

金女士与某春房屋租赁公司签订了一

份为期三年的《房屋租赁合同》，将涉案

公寓以每月 2500 元的价格出租， 租金

每年递增，押金 5000 元。 合同另附《家

私家电配置清单》， 由金女士支付家具

家电配置款，某春房屋租赁公司代为购

置。

根据双方认定的《家私配备明细》，

所有家具家电配置款合计 48000 元。某

春房屋租赁公司提出由自己垫付

15000 元，以 6 个月的租金抵扣，再扣

除 5000 元押金 ， 金女士只需支付

28000 元。 合同签订后，金女士便向该

公司支付了 28000 元的家私配备款。

然而，该房屋租赁公司在此之后一

直未向金女士支付租金，物业、水电等

费用一直不交，家具家电也一直没有配

置，金女士多次催促，对方却一再拖延。

直到 2018 年 4 月， 金女士再次拨打对

方电话，却始终无法接通，该公司也人

去楼空。

公司携款“跑路” 不少市民“中招”

记者从南沙法院了解到， 类似的

情况不在少数， 2018 年至今， 南沙法

院受理因公寓式酒店经营引起的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共 15 件， 共涉及 5

家公寓式酒店。 此类案件中， 酒店管

理公司或房屋租赁公司会向同一公寓

楼盘内的多个业主承租房屋， 之后由

公司统一配置家具家电后用于公寓式

酒店经营。

这些公司与出租人签订的房屋租

赁合同或房屋托管经营合同均约定由

公司统一配置家具家电，公司会据此向

出租人收取 20000 元至 40000 元不等

的家具家电配置款。在出租人预付家具

家电的费用后，对方不按约定配置家具

家电的情况大量存在。

同时，这些公司还会提出，可以用

租金抵扣部分配置款，这样让出租人感

觉少交了配置款，又可以实现公司短期

内无需交纳租金的目的，使得“托管”变

“拖款”。

南沙法院受理的案件中，部分酒店

在收取配置款后，完全没有用于购买家

具家电；部分酒店则只购入了部分家具

家电， 所购置家具家电的质量参差不

齐。 大多存在不交租金或迟交租金情

况，或者支付部分租金后，整个公司便

不知所踪。

出租房屋作酒店 收租不成反破财

法院提醒：出租人投资前应先了解行业发展情况

特种机动车工地砸伤人

车辆交强险也应当赔付

酒后驾车发生事故商业险或可拒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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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法院法官在审理中发现，此类

案件中的当事人，在签订合同前对涉案

的酒店管理公司或房屋租赁公司的实

际经营情况、行业发展情况缺乏基本了

解。 双方所签订的合同过于随意、不规

范，例如有的合同仅由公司员工个人签

名却没有公司签章，有的合同中对逾期

支付租金、逾期配置家具家电等的违约

责任约定不明等等。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资金往来

仅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方式转账，有的

出租人直接将款项支付给个人，公司不

开具正规发票，这些漏洞都增加了出租

人对公司违约追责的难度。

法官提示，市民进行此类投资前应

当对该行业的整体发展情况进行了解；

签订类似的合同时应当注意提高风险

防范意识， 详细了解合同条款内容，明

确违约责任，确保合同务必有公司签章

或法定代表人签字；签订合同后，及时

跟进对方的经营情况、 合同履行情况；

发现对方违约后，及时收回房屋止损。

法官提醒：

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订立合同别随意

责编：陈绵钦 美编：何建玲 校对：黄虹

中秋国庆佳节将至， 又到了亲人

团圆、朋友相聚的时刻。 亲友相聚难免

小酌怡情， 虽然醉驾行为早已被刑法

规定为犯罪，“醉驾入刑” 已经成为生

活常识，但仍有不少人抱有“只喝了一

点”的侥幸心理冒险上路。 在此需要提

醒的是， 酒后驾车除了有可能构成刑

事犯罪外， 发生事故后还会遭到保险

公司拒赔， 从而使驾驶人蒙受巨大的

经济损失。

案例

1

酒后驾车发生事故，商业险赔

付难

某甲酒后驾驶机动车碰撞行人及

路边护栏，导致本车车辆损坏，同时造

成护栏损坏及行人受伤。 某甲向道路

管理机构赔偿了护栏维修费用， 以及

向受伤行人支付了医疗费后， 向保险

公司提出索赔， 要求保险公司赔偿本

车车辆维修费， 并赔偿其已经支付的

护栏维修费用及伤者医疗费， 但保险

公司却向某甲发出了拒赔通知书。 某

甲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后

认为， 酒后驾驶是法律法规所禁止的

行为， 保险公司将上述情形作为保险

免责条款，且已经在条款中加粗提示，

免责条款有效， 保险公司拒赔合法合

理，因此法院驳回了某甲的全部诉讼请

求。 此种情况下，某甲只能自行承担车

辆修理费用和护栏维修费、 伤者医疗

费。

案例

2

�

酒后驾车撞人，保险公司代垫

医药费后可向驾驶人追偿

某乙酒后驾驶机动车碰撞行人，导

致行人受伤住院，某乙车辆的交强险保

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向伤者垫付了

医疗费用十万余元。 其后，保险公司将

某乙告上法庭，要求某乙返还其代垫的

医疗费十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

据交强险条例规定， 驾驶人醉酒驾驶

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垫付的抢

救费用有权向致害人追偿；最高人民法

院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司法解

释亦规定 了保险公司在此种情况下有

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权利。 因此，法

院判决支持了保险公司的诉讼请求，要

求某乙向保险公司支付代垫的保险金

十万余元。

信息时报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唐娜 梁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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