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云鹤!惠济区法院"#

本案中!对小峰的死亡!小刚要负主

要责任!因其是未成年人!由其父母承担

主要赔偿责任" 小峰的父母未尽到必要

的监护义务! 对小峰的死亡也应承担部

分责任# 学校和工厂不承担责任#

理由是$小刚明知其水性不佳!还吓

唬小峰!对小峰的落水身亡存在过错!应

负主要责任!但小刚是未成年人!应由其

监护人也就是父母承担赔偿责任#

小峰作为一名初中生!应该知道在没

有成年人陪同的情况下到河里游泳存在

危险性!自身存在过错!其父母未对其尽

到必要的监护义务!也应承担部分责任#

学校之所以不承担责任!主要是因为

小峰死亡是在放假后发生的!学校已尽到

教育学生注意安全的义务!因此不能归责

于学校# 工厂也不承担责任!因为小峰等

人是未经工厂允许自己翻墙进入工厂厂

区的!而且工厂是生产场所!并非对外开

放的公共场所!没有义务必须保障私自跑

到河边游玩的小峰等人的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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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点蝇头小

利!郑州一家汽车修理行的老板

自编自演了一场假车祸闹剧! 本以为

能万无一失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 却被

机警的公安人员识破!导致外甥%老乡和自

己
!

人全都被法院判刑#日前!记者从郑州市

人民检察院获悉! 导演和操作这一场骗保闹剧

的
!

名犯罪嫌疑人武某%高某%赵某均已被郑

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以保险诈骗罪判刑#被

告人武某被法院以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

徒刑
"

年!罚金
"

万元"赵某被判处有

期徒刑
!

年
#

个月!罚金
!

万元"高

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

年!罚

金
$

万元#

汽修厂老板
帮忙制造假车祸骗保

现年
!$

岁的被告人武某在郑州市北环汽

配城开了一家汽车修理行!他的客户杨某
%

另案

处理
&

有辆旧车!时常到店里来修车!但因其不愿

出大价钱修车! 所以他的那辆老款尼桑轿车总

是小毛病不断#

$''(

年
"

月的一天! 杨某在修车时对武某

说!自己的车买的是全额保险!让武某找人开车

故意撞一下! 保险公司理赔后! 好好把车修一

下# &车险快到期了!再不弄就没有机会了# '杨

某还许诺!事成之后!他出钱把武某的车也修理

一下# 武某答应&帮忙'#

)

月
*(

日晚! 武某打电话找来自己的外

甥(((被告人高某 )河南省鲁山县马楼乡宋庄

村无业人员!

$#

岁*%老乡赵某)河南省荥阳市广

武镇任河村无业人员!

$+

岁*具体操作此事# 当

晚
**

时! 在郑州市中原路与西四环交叉口处!

武某让高某驾驶自己的马自达轿车! 让赵某驾

驶杨某的投有保险的尼桑轿车超越马自达轿车

后!掉头回来与马自达轿车迎头相撞# 两车以将

近每小时
"'

公里的速度撞在了一起# 由于碰撞

时速度很快!两辆车都受损严重!尼桑轿车的安

全气囊都被弹出!赵某被安全带勒得直咳嗽!高

某的头几乎将前挡风玻璃撞烂#

然后! 双方装作彼此不认识! 分别拨打了

**'

和保险公司的电话# 后经估价!马自达轿车

损失
"!())

元!尼桑轿车损失
!"#('

元#

但让武某等人没有想到的是!保险公司和交

警部门很快发现了问题#

$''(

年
)

月
!*

日!武

某%高某%赵某被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抓获#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

告人武某%赵某%高某预谋后!伪造交通事故!骗

取保险金!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保险诈骗

罪!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

遂# 据此!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宣判后!三被告人不服!向郑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

于日前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根据办案情况 !

郑州市检察院宣传处检察官张

胜利总结了车辆保险诈骗五大手法$

一% 制造虚假的交通事故! 从而骗取保险

金# 通过更换车辆报废的零部件%单方事故后

再重新伪造双方事故! 或者本不属于保险范围

事后制造事故骗取修理金等#

二%修理厂利用便利&偷梁换柱'进行骗保# 修

理人员利用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不肯自行评估的机

会!多估车辆损失# 此外!还有维修人员利用他人正

在维修的车辆制造事故!骗取保险#

三%伪造假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或者向交警

隐瞒事实真相!骗取警方的事故证明!从而达到

犯罪目的#

四%伪造%变造修理发票骗保#

五%事故发生后!隐瞒无证驾车或

酒后驾车等情况! 或由他人顶

替违法驾驶员诈骗#

帮忙代撞骗保赚取利润!这是许多汽车修

理厂老板的生财之道#王某是郑州一家汽修厂

的老板!据他介绍!目前!汽车修理的利润有两

部分!一是工时费!通常可以达到
!',

"二是材

料费!为了挣钱!许多修理厂在对事故车辆进

行维修时就开始做手脚# 王某说!修理厂可以

一方面报损!向保险公司索要更换汽车部件和

维修的费用!另一方面将出问题的部分进行修

理! 或是更换一个价格低甚至是劣质部件#

王某告诉记者!汽车修理正常的利润是
$',

至

$),

!但如果进行所谓的&代撞'骗保!仅材料

保险公司
面对车辆骗保案件有苦难言

面对车辆骗保案件! 保险公司可谓有

苦难言# 郑州市一家保险公司经理刘某介

绍说! 保险欺诈产生的根源来自于人们的

趋利本性和制度漏洞! 郑州市各财产保险

公司在
$''!

年至
$''(

年的
)

年间!骗赔造

成的保险损失有
*!

亿余元# 但保险公司在

发觉保险欺诈案件后! 一般不向社会进行

披露!一方面!公司担心过多宣传打击骗保

事件!会影响公司车险业务的销售情况"另

一方面!骗保手段公之于众!会给今后骗保

案件的查勘制造难度#

法律手段
惩治小额保险诈骗有点难

郑州市检察院宣传处处长王青说 !保

险欺诈行为的后果十分严重! 其表现错综

复杂# 但法律上的漏洞!是目前汽车保险诈

骗频发的根本原因#

王青认为!尽管我国+刑法,第一百九

十八条就保险诈骗罪作出了详细规定!但在

实际操作中! 通过法律手段对保险诈骗!特

别是小额保险诈骗进行惩治还有些困难#

&保险诈骗往往是多方串谋! 被发现的难度

比较大# 由于金额在
!

万元以下的可疑-保

险诈骗.!从法律上来说还够不上-保险诈骗

罪.的罪名!因此经常会有一些汽车修理厂

在
*

万元以下做手脚# 此外!骗保者能够轻

易取得权威部门出具的理赔所需事故证明!

也让骗保成本大大降低#除非能有证据显示

事故证明是伪造的!否则!大多数保险公司

只能认可事故的-真实性.# '

在郑州市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的

张祖勤指出!尽管保险公司一再加派人手!

甚至建立调查人制度! 挖掘保险理赔案中

的每个疑点! 但实际查获汽车骗保案件数

量与存在骗保案件的总量相比! 只是其中

的一小部分#

郑州市人民检察院宣传处检察官张玉华建

议!保险企业应增强自我防范意识!完善保险事

故的理赔制度!加强对理赔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

!总结反诈骗案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有针对

性地开展业务技能和防骗知识培训! 提高保险人

员识别诈骗行为的能力!使不法分子不敢骗%不能

骗%骗不成!从内部筑起一道保险赔偿金人为流失

的防线# 同时保险公司要对本公司承保的汽车保

险赔付情况进行全面清查!发现涉嫌犯罪的!移送

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此外!保险公司也可采

取下列
"

种方法防止被骗# )

*

*修复后验车# 要求

修复后来保险公司验车! 证实确实经修理后方可

领取赔款#)

$

*回收旧件#有些人钻空子!不换只修!

为避免这种情况! 要求来保险公司领赔款时必须

交回旧件# )

!

*出现场# 怀疑与实际报案经过不相

符的!比如报案说撞墙!但发现车身受损部位有别

人车上的漆# )

"

*选择协作修理厂# 向客户推荐与

保险公司有长期合作关系的修理厂修车#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张建成认

为! 保险行业应联手抵制保险欺诈行为的扩散!

车辆保险尽快建立完整的数据共享平台!共享理

赔所需的每一个要素!包括案件照片%事故证明%

维修发票%查勘报告等# 对于平台筛选出的危险

个人和维修企业! 各保险公司应予以重点关注#

作为汽车保险的消费者!也应尽量选择资质优秀

的车辆维修企业修理车辆!身份证%行驶本等重

要证件不要轻易交给他人!以免他人虚报资料进

行索赔# 第一!有关部门应当尽快完善有关防范

和打击汽车保险诈骗的配套措施#完善法律法规

体系!从法制的角度对保险欺诈行为进行准确界

定!有利于依法监管#第二!应设立专门的调查管

理机构或岗位# 第三!加强保险行业内的信息收

集与交流# 可以考虑由保监会统筹!建立全国保

险业信息网络平台!实现全国范围内除商业秘密

外的重要信息共享#

费的利润少则可达
)',

! 多则
$'',

%

!'',

!甚至更高# 自己的汽修厂也愿意修

理投保了车损险的&事故车'!因为和普通

的故障车相比! 修理这种车的利润高得

多! 特别是一些老旧的进口车型利润更

高!由于这些车逐渐退出市场!配件难寻!

因此价格比较贵#

王某说! 一些车主为了节省开支!大

都不投全险! 在自己的车辆出现问题后!

便选择&套保'手段修车# 他们会伪造现

场!将事故原因归于某辆投保了全险的车

以骗取保费#

帮忙代撞
汽修厂老板的!生意经"

检察官总结的
车辆保险诈骗五大手法

增强防范意识#完善理赔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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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活胰时代#当天摆脱西药#不需控制饮食至少停药
!"#

年

由国家科技部批准立项!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牵头!中国中医疑难病高

血糖研究院%百草药物糖尿病研究中

心承担的国家&九五'%&十五'重点攻

关课题+纯中药制剂&胰康宝$金芪降

糖胶囊" 治疗糖尿病的临床研究,成

果已顺利通过国家组织的专家评审

验收!并获得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

局颁发的新药批准文号#

纯中药!胰康宝$金芪降糖胶囊"

是由该院
*)

位科学家历时十年的联合攻关完成! 具有补肾平

肝%益胃健脾%修复胰岛等功效#对糖尿病引起的高血压%心脑血

管疾病%口干乏力%饥渴消瘦%视力模糊%手脚麻木%皮肤瘙痒%便

秘盗汗%性功能减退等症状有明显的改善或消除作用#经中国中

医研究院%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广安门中医院等十多

家医院
!!#''

多例患者临床验证!有效率
++-+,

!无论病史多长!病

情多重!一般用药
(.*)

天使血糖自然平衡地下降到正常值!一般

患者
$.!

疗程即可恢复正常的胰岛分泌功能! 逐步减量服用慢慢

达到康复停药!且愈后不易复发!不需控制饮食!不需长期服药#

纯中药!胰康宝$金芪降糖胶囊"的问世打破了我国
*+#)

年

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僵局! 被称为糖尿病的口服生

物胰岛素!+人民日报,%+健康报,%+中国医药报,%+科技报,等国

内各大媒体纷纷予以报道#

$''#

年
/

月
**

日!中央电视台&东方

之子'栏目对课题负责人马忠林院士进行了专访#

上海某高校教师宋振涛!男!

#/

岁!患糖尿病
$'

年!视网膜

病变%眼底出血!伴有高血压%冠心病%肾病%下肢浮肿#空腹血糖

$!-)

毫摩尔
0

升%尿糖
"

个
1

号# 曾服用各种降糖药!病情却日趋

加重!不得已改为注射胰岛素维持!后看到+健康之路,报道!拨

通
'*'.#!''"(/+

咨询后! 通过特快

邮购了一个疗程 !胰康宝$金芪降糖

胶囊"!服用
*)

天后感觉神清气爽!血

糖稳定!一疗程服完!胰岛素停用# 高

血压%冠心病%肾病已减轻!继续巩固

三疗程康复停药!视力恢复!现停药
!

年!血尿糖都在正常值# 多年的前列

腺肿胀也得以消失!性生活也恢复了
2

人也显得年轻了许多#

敬告患者$ 为庆祝中国中医疑难
病百草药物糖尿病研究中心成立

$)

周年!为了解除患者长期服药

带来的经济负担!从即日起到
"

月
!'

日药费半价)买三疗程送一

疗程送会员卡一张*!

*)

年内复发者凭此卡一律免费治疗!服用
*)

天无效者无条件退款#国药准字%药品保真#零风险购药$外地患者

可办理邮购业务
2

中国地区
!*+/

个城市药送到手上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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