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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车辆检测中心的《机动
车查验登记表》显示，车辆识别
代码（即车架号）、发动机型号、
安全带等几项均属于查验项目，
而查验结论为“合格”。

“交警一眼就能看出问题，
检测中心为啥检不出来？若是
当时查验出问题，我就不买这辆
车了。”何先生说。

对此，开封车辆检测中心一
名王姓负责人说，查验员检验车
辆时按照相关程序逐条逐项检
验，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针对开封市公安局铁塔分
局交通管理大队的说法，王姓负
责人说，车窗玻璃、安全带在车
检过程中均系非必查项目，车架
号等若无挖补痕迹、磕凿行为，
他们也均视为合格。最关键的
是，这辆车的一些数据档案，与
原始车的档案完全一致。该车
一些零部件被换，也不排除车辆
损坏维修等因素。他们检测车
辆时，均采用了标准的检测手
段，没想到双方的认定结果有了
出入。事情发生后，他们一直与

开封市公安局铁塔分局交通管
理大队协调。

开封市公安局铁塔分局孙
姓负责人表示，他们已查证，该
车于2009年在广东省清远市被
盗，随后被冒充成一辆在高速路
上自燃的事故车。因自燃车与
被盗车属一个型号，车辆进行改
造后，被盗车以自燃车的身份补
办了相关手续，然后过户到西
安。时间不太长，又过户到开
封。之后，该车又被何先生买
下。

“花了多年的积蓄，才买了辆二手车。现在，交警扣车8个月，
生意也没法做，损失谁来赔？”何先生说，他去找上任车主王先生，
但王先生以“自己也是受害者”为由，一直不愿承担责任。

对此，河南中锦律师事务所李鹏辉律师认为，若该车确实被认
定为“盗抢车”，无论王先生是否知晓，均有义务承担一定责任。此
外，此事若一直无定论，建议引入具备车辆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
介入，若第三方机构认定开封车辆检测中心和郑州车管所因人为
原因导致未测出车辆异常，这两个部门也应承担一定责任。

2009年在广东清远被盗 → 被冒充成

同型号的自燃车 → 被改造并补办手续 →
过户到西安 → 又过户到开封 → 2013

年7月卖给何先生 → 开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

辆检测中心通过车检 → 郑州市交巡警支队

车管所过户上牌（第三次过户）→ 2014年

10月在开封被查出是盗抢车

过了车检过了户 二手车竟是盗抢车
车检中心与交警认定结果“打架”车主苦等8个月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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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 买了辆二手车，顺利通过了开封、郑州相关部门的检测，并过户上了牌。没想到开了一
年多，却被开封交警查扣认定为“盗抢车”。郑州的何先生遭遇了这样的倒霉事。目前，何先生的车
已被警方暂扣8个月。他认为，若开封、郑州两地相关部门提前发现问题，便可避免此事发生。

何先生昨日告诉记者，
2013年 7月，他通过二手车交
易市场，花10万元从车主王先
生手中购买了一辆开封牌照
的灰色东风悦达起亚轿车。
随后，他与王先生一起前往开
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检
测中心（以下简称“开封车辆
检测中心”），顺利通过车辆检
验并提取了车辆档案，然后来

到郑州市交巡警支队车管所
（以下简称“郑州车管所”）办
理了过户并上牌。

何先生说，2014年 10月，
他驾驶该车前往开封市区办事，
被交警拦下，交警查看后表示，
该车可能存在问题，要求他一起
回队里协助调查。最终，开封市
公安局铁塔分局交通管理大队
民警发现，这辆车的车架号及发

动机上的零部件有明显的人为
改动痕迹，车窗玻璃、安全带等
也存在异常。因为属于盗抢车，
将车暂扣。

“车辆通过了开封、郑州两
个检测机构，现在却被认定是

‘盗抢车’，这咋可能？”何先生
说，他在郑州、开封两地来回跑，
但双方一直没给个说法，如今车
已经被扣8个月。

孙姓负责人表示，他们发现
何先生的车存在问题后，立即展
开调查。其中，开封市刑科所专
门鉴定并提取了该车零部件编
号，到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
司进行反查，结果也证实了该车
出厂时变速箱对应的车辆车架
号同目前该车辆显示的车架号
不一致。

“我们已经把盗抢车信息反
馈给广东警方，但广东警方却
迟迟不予处理。因此，这事才

一直搁置下来。”孙姓负责人
说，据他了解，自燃车原车主
可能已获得了保险公司赔付，
一直不露面；而保险公司因成
本问题也不愿来处理，而该车
被改装倒卖时，过户信息均系
虚假身份信息，而盗抢案一直
无结果，这可能导致广东警方
不愿接手。

何先生表示，开封车辆检测
中心和郑州车管所对此事均应
承担一定责任。

对此，开封车辆检测中心王
姓负责人称：“如果最终认定是
我们的责任，该追究追究，该赔
偿给赔偿，我们绝不推诿。”

郑州车管所张姓负责人则
表示，车辆最早的过户环节是在
西安，下周，他们将联合开封方
面一起到西安协调处理此事。
目前，西安方面相关单位的纪委
已介入调查。最终调查有了结
果，他们也会给何先生一个交
代。

诉苦 车买了一年，被警方认定“盗抢车”

调查 车检部门与交警认定“打架”

进展 下周郑州、开封方面赴西安处理

建议 第三方机构介入调查

何先生买的二手东风悦达起亚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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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写字间楼 ●房产中介 ●出租仓库厂院 ●求购求租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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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金水路●地铁口●喜来登

全新精装●美盛中心写字楼

招租：0371-87086666
●二七商圈写字间招租

15838178593
●西四环 8千 m2招租 4S店
厂房酒店仓库 18738195081
●写字楼出租 18237110523

●陇海路兴华北街现房 5000
平可分割注册 13525515567
●中原区锦艺国际轻纺城、

元通纺织城酒店一二楼 3800
m2（4星）（筹备中）招租配套

业态，包括中餐（饭店）、西

餐、风味餐、银行、足浴、电

子商务、网吧、机票、火车票

销售、超市、打字复印等项目。

电话：13949119749 李女士

●中牟30亩院合租18625502626
●高校窗口招租 18737174558

房地产

●低售开封市 90亩土地 、新

郑市 25亩土地。13939066088
●办房产疑杂症 13837152577
●让内部团现房 13243431223
●海口后花园，公园里的家

海南热线：18889796159
●曼哈顿6号楼1单元现房200平
13937702935
●整院 2640m2售 18137181911
豫港大厦出租
高档高质写字间优价出租水、

物业、空调全免 66213000

求购求租

●购四环附近工业用地

18538325780
求租买整栋楼

2千-4万平 18638119215

出租仓库厂院

●平原新区标准厂房4万平方

自由分割或整体招租：

蔡先生 13653822289
●北郊仓库出租 13676950239

●马寨厂房2万m213523712889
●城北路厂房租 13783563701
●大型仓库招租 13213045685
●荥阳30亩院1000m2办公楼有

水电出租或合作 15837127153
●机场旁独院 6000平米

水电齐全 13073781788
●北四环水产大世界附近650
m2库房或办公用 13837188109
●经开区高 10米跨 30米带航

吊国有证标准厂房出租，

有意者联系 13608680622
●郑西 8亩厂院 13007618466
●国有仓库招租南曹库电话：

15093167057白沙库，九龙

镇库电话：13673377326

●西四环厂房出租13838183337
●四环郑密路2500m2车间办公

楼土地证水电全 13938507112
●东明路仓库租 13017669098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市郊工厂 17亩有证租售

6500m2可分租 13603715983
上街厂房出售
工业用地 28亩、车间 11000
平方整体出售 1770382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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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汽车销售 ●求购二手车 ●转让车辆 ●汽修驾校

汽车租赁

●新奥迪A6包月 15038199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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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材料 ●设计施工 ●装修装饰 ●照明亮化 ●建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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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施工 ●专业建筑设计 13803890443
●效果图、施工图13253679815

装修装饰

●装修设计施工 13949069912
●品尚展柜厂 18039110969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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