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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溜车车撞撞伤伤车车下下司司机机，，三三者者险险赔赔吗吗
保险公司拒赔输官司，法官称司机下车后已转为第三者

本报记者 吕璐

近期，在青岛的某些小区或
农贸市场边，能见到用三轮车
拉活羊卖羊奶的小贩，不少市
民光顾，认为现挤的鲜羊奶没
有任何添加剂，喝着放心。专家
介绍，现挤现卖的奶山羊一般
都未经过检验检疫，存在感染
布鲁氏菌病和结核病的风险，而
且品质和卫生很难保证，不建议
市民购买饮用。

对此，青岛农业大学食品科
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教授王宝维
介绍，三年前现挤现卖鲜羊奶现
象刚开始出现，销售羊奶的为养
殖散户，多采用玉米秸秆、地瓜蔓
和花生蔓等作为饲料。饲料是影
响羊奶品质的重要因素。王宝维
介绍，通过调查，养羊散户的饲草
贮存环境较差，易受到黄曲霉、寄
生曲霉等霉菌污染；夏季农田、
果园或杨树林等地喷洒农药，
收割喂羊的青草中可能有药物
残留；另外，目前农作物种植使
用化肥，或造成青草、秸秆等产
品中硝酸盐超标，奶羊摄入的
硝酸盐在消化道细菌的作用下
还原成亚硝酸盐，会造成羊奶亚
硝酸盐含量超标。

青岛市畜牧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正规奶源进入市场需要通过
多个检测、抽检环节。散户的奶羊
则无法纳入监管，所产的奶可能
品质上不合格。虽然挤出的奶没
有添加剂，但很难保证在饲养时
有没有添加违禁兽药或其它添加
剂。另外，布鲁氏菌病和结核病是
人畜共患病，是牛羊易患的疫病，
如果奶羊患有这两种疾病，对人
的健康也会带来潜在的隐患。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
心研究员王玉东说，不建议市民
购买饮用现挤的羊奶或牛奶，而
应购买正规生产企业的奶制品。

新华社济南９月１６日专电（记
者 周科） 随着中秋节的临近，
月饼销售逐渐进入旺季，扎堆上
市的月饼品种繁多，让人眼花缭
乱。山东省消费者协会提醒，购买
月饼要“四注意”。

一要看标签。选购月饼时，需
观察包装盒是否标明色素、香精、
防腐剂等，不能只标商标、商品名
称。依照相关规定，月饼包装上要
按用量大小的顺序标明使用的所
有原辅料。同时，消费者还要特别
关注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厂
名、厂址、产品执行标准号、卫生
许可证号，避免购买到“三无”产
品。

二要选厂家。消费者应选择
一些规模较大、且有一定信誉的
生产厂家和商场购买，对散装月
饼需慎重选择，尽量不去批发市
场或小店选购。

三是看价格。选购月饼时不
要以价格定质量，不要盲目购买
价格高的月饼。有些月饼在外包
装上下工夫，使产品的价格过高。
不要购买过度包装的月饼，做到
理性消费。

四是对于网购月饼，要选择
比较正规的网络运营商和大品
牌，要仔细查看用户评价，在下单
前最好了解月饼的行情，以确认
团购网站标注的超低折扣是否符
合实情。

本报烟台9月16日讯（记者
张菁） 自从今年5月底青岛

邮轮母港正式启用，咱们齐鲁
晚报推出的“豪华邮轮游”就成
了一时热门的话题，而有的人
则还心存疑虑：邮轮在海上一

“漂”就是好几天，会不会比较
枯燥？这样的疑问就显得太外
行了，因为邮轮游就是要让游
客玩得嗨玩得过瘾。

豪华邮轮并非只是豪华餐
厅、剧院、客房、泳池的简单

“堆砌”，在旅途中，邮轮会安
排丰富多彩的活动，而如果
你没有注意到它们，而只是
纯粹吹海风、晒太阳的话，那

就“暴殄天物”了。在船上的
各个地方，每日公告都会张
贴出来，这些日程公告列得
非常详细，几乎每个时刻都
有若干活动在等着你。邮轮
每天晚上的演出都是质量非
常高的，无论是音乐会还是
魔术表演，都是邮轮公司特
意从世界各地请来的优秀艺
术家，此外，邮轮的工作人员
还会组织游客跳舞以及书画
拍卖等。如果带孩子参加活
动不合适，那就把孩子们放
在儿童室吧，这些儿童室是按
照年龄划分的。孩子们在这里
玩得非常开心。

在邮轮上消费也很简单，
上船前可以把你的信用卡与房
卡相关联，船上的任何消费只
需要出示房卡就可以，离船的
时候确认你的消费，信用卡会
自动扣款。船上服务人员的服
务虽然非常周到，但你放心他
们都不接受小费。

邮轮停靠的福冈是日本一
座非常著名的城市，无论是遍
布市内的园艺花卉还是干净整
洁的街道，给人的感觉都非常
美好。韩国济州岛素有“韩国夏
威夷”之称，很多人对它仍是印
象深刻，无论是龙头岩附近伸
手可触的飞机，还是成山日

出峰那里世代潜水的渔女。
正是换季时节，女孩子们若
发 现 自 己 需 要 添 置 化 妆 品
了，那么恭喜你，选择来韩国
济州岛就对了，黄金周各大
免税店都拿出了十足的诚意
来招揽顾客。

据悉，目前坐邮轮去日本、
韩国，只要有护照全 部 都 免
签，所以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紧俏舱位吧，听说好多不错
的舱位都已经剩余不多了，
赶紧的，呼唤小伙伴们，这个
十一黄金周，咱就坐邮轮去国
外 h a p p y 喽 ！订 舱 电 话 ：
13853555532 张女士。

亲爱的人类朋友们：
你们好！
作为一颗平凡的肝脏，每

当听你们说到“心肝宝贝”时，
我就开心得不得了，谢谢你们
认可我和心脏一样重要。可是，
很多人只是随便说说，根本没
把我当做宝贝一样疼爱，还让
我备受煎熬。长久以来，我都是
五脏中最沉默的一个，即使不

舒服仍坚持工作。你们却不体
谅我的辛勤付出，反而变本加
厉地伤害我。眼看同胞们接二
连三病倒，只好一边流泪一边
写下这封渴求呵护的信……

肝脏为什么要这么情真意
切地给人类写一封信，原来现
在的人类让他受的委屈太多
了，他急切地要告诉大家他最
怕“5毒”和“3敌”。亲们，快看看

他的信吧，啥是“5毒”和“3敌”，
别让他这么伤心了。关注逸周
末公众微信号(qiluyizhoumo),查
看全部详细内容。点击逸周末
微信页面右上角头像 ,再点击

“查看历史消息”，还可以看到
以前发送的所有内容哦!

逸 周 末 粉 丝 Q Q 群
(384365359)——— 逸家人现在也
开通了,欢迎亲们回家!

消费提醒

现挤现卖羊奶

存在诸多隐患

中秋购买月饼

需要“四注意”

想知最新分
享内容，扫扫吧！

肝脏给人类的一封信：我最怕5毒和3敌

上上了了豪豪华华邮邮轮轮，，想想玩玩不不嗨嗨都都难难
不仅吃好喝好景色好，各种娱乐活动也让你乐个够

本报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刘利红

李忠（化名）受雇于烟台某
物流公司，负责驾驶大型运输
货车。2014年11月，李忠驾驶货
车自青岛往日照市岚山区运输
木材。当日8时许，车辆抵达日
照市岚山区。“我下车后，跑到
车后边，想看看车辆是否停稳
了，谁知发生了溜车，轧了李忠
的左腿，后经鉴定，李忠伤情构
成一级伤残。

因对赔偿问题未能达成一
致，李忠将投保的保险公司和
受雇的物流公司，诉至岚山区

法院，请求索赔300余万元。
法庭上，李忠诉称，其驾驶

的货车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了
相关保险，其在车下受伤，属于
第三者，因此要求保险公司理
赔12万元。

而被告保险公司则辩称，
本次交通事故伤者为司机本
人，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
保险规定及保险合同的相关约
定，司机属于法定意义上的被
保险人，不能转化为第三方，因
此拒绝理赔。

岚山区法院审理认为，李
忠受被告某物流公司雇用从事
运输工作，其在雇用活动中受
到伤害，被告某物流公司对原
告因事故遭受的损失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同时，原告在下车查
看过程中未尽到安全注意义
务，自身存在过错，应适当减轻
被告某物流公司的赔偿责任。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
制保险条款》第5条载明，“交强
险合同中的受害人是指因被保
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遭受人
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人，但不
包括被保险机动车车上人员、

被保险人”。 李忠在发生事故
时，已经停止了对肇事车辆的
操作和控制，已不属于车上人
员，在这种情况下，其已转化为
第三者，属于交强险中的受害
人，故被告保险公司作为肇事
车辆的投保公司，应在交强险
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的合理经
济损失。

日前，岚山区法院依照有
关法律规定，判决被告保险公
司在交强险保险范围内赔偿李
忠各项损失共计12万元，被告
日照某物流有限公司赔偿李忠
各项损失共计209万余元。

法官分析该案说，目前常
见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一
般约定，第三者是指因被保险
车辆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
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
括被保险车辆的本车上人员、
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人。
而所谓车上人员，其身份并非
固定不变，在不同的时间和空
间可能会发生身份的转化。当
车上乘客下车后被所乘车辆
撞伤的，此时显然应属于第三
者范畴。

法官介绍，实践中还可能
出现车上人员在发生交通事
故时被甩出车外的情况，对此
应区分具体情形处理：如果车
上人员被甩出车外后没有与
所乘车辆发生碰撞的，此时所
造成的伤亡显然仍系基于车
上身份所引起，不应属于第三

者责任保险的范畴。但如果车
上人员在发生交通事故时甩
出车外后，与所乘机动车发生
碰撞导致人身伤亡，此时车上
人员身份就已经发生了转化，
保险人应按照第三者责任保
险承担保险责任。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
干问题的意见第26条规定：车
上人员在车下时被所乘机动
车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的，除
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人应按
照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
任保险承担保险责任；车上人
员在发生交通事故时摔出车
外后与所乘机动车发生碰撞
导致人身伤亡，除合同另有约
定外，保险人应按照责任强制
保险和第三者责任保险承担
保险责任。

案例

司机下车没拉手刹被车轧伤

判决

司机下车后算第三者保险得赔

说法

车上人员特殊情况下可成第三者

一名货车司机在下车时，忘记拉起手刹，结果车辆出现溜车，将自己轧伤。对于车下
的司机是否属于第三方，保险公司和司机各执一词。近日，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判
定，此时司机属于第三者，可获得第三方责任保险理赔。故判决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保
险范围内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12万元，被告日照某物流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李忠各项损
失共计209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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