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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
“
电动车”被刑拘 消费者获赔
以为买“电动车”被认定为机动车 销售方构成欺诈判三倍赔偿
近年来，市民驾驶“
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其骑行车辆被鉴定为机动车的现象
屡次发生，由此骑行者也被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司法机关对该种车辆的性质及经营者销售
该种车辆是否属于欺诈的认定，直接关系到驾驶人的相应赔偿诉求能否得到支持。 近日北
京市三中院就宣判了一起此类案件，消费者最终获赔 1.9 万元。

酒后骑车被刑拘消费者起诉

本案系消费者崔某与电动自行车生产厂
家江苏小牛电动科技有限公司、经销商北京泰
普拓商贸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案。
崔某因醉酒驾驶其在泰普拓公司购买
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事故，公安机关委托相
关鉴定机构鉴定该车实际属于机动车，故崔
某因醉酒驾驶机动车被刑事拘留，并因此事
被吊销驾照，五年内不得再考取驾照。
虽然检察机关最终对崔某作出不起诉
决定书，但崔某认为泰普拓公司、小牛公司
构成欺诈，故诉至法院要求退货退款及三
倍赔偿，诉讼请求近 20万元。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崔某以 6599元的
价格从泰普拓公司处购买涉案的车辆，产
品合格证写明涉案车辆为电动自行车，执
行标准为 GB17761-1999号《电动自行车
通用技术条件》。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后，北
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
见为涉案车辆为摩托车，属于机动车。
案发后崔某代理人提交录音资料显
示，直至现在泰普拓公司仍宣称涉案车辆为
电动自行车，喝酒也能骑。一审法院认为，涉
案产品具有出厂合格证且崔某录音在后，鉴
于专业技术知识影响、涉案车辆亦属于常见
交通工具等因素，不能认定泰普拓公司存在
欺诈。但销售方存在侵犯崔某知情权的情
形，酌定销售方赔偿崔某 1万元。
销售者构成欺诈判三倍赔偿

崔某不服上诉至北京市三中院，二审

期间，市三中院查明在北京销售的电动自
行车生产经营企业应按照北京市相关规定
要求进行备案，未备案的车型不能在公安
交管部门办理牌照。
文件规定“凡不符合国家
GB17761-1999号标准的电驱动二、三
轮车辆（整车质量大于 40公斤、不具有
脚踏骑行功能、最高时速每小时大于 20公
里或者有三个轮子的车），公安交通管理部
门不予登记核发牌证，不得上道路行驶”。
目前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已公布的
北京市第 1-33批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中，
本案涉案车辆未在该目录中。同时，小牛公
司主张根据目前适用的 GB17761-1999
号标准，整车质量、脚踏装置非强制性标
准，并提交检验报告证明涉案车辆属于合
格产品。
二审法院认为，首先，小牛公司提交的
检验报告各项目检测达标数不符合国家标
准要求。其次，涉案车辆重达 94公斤，严重
超过 40公斤的标准重量，如此重量发生事
故时产生的冲击力会远远高于标准电动自
行车的冲击力，脚踏装置亦是自行车的基
本属性，但涉案车辆并未安装脚踏。再次，
涉案车辆不在北京市工商局的电动自行车
销售名目中。
故二审法院认定涉案车辆属于机动
车，销售者未尽到相应的审查义务，无视
相关交通法规，误导消费者促其购买，未
告知相应骑行涉案车辆可能发生的风险
且放任风险发生。综上，二审法院认定销
售方构成欺诈，三倍赔偿崔先生各项损失
1.9万元。

马女士经过路边违法停车间隙从
人行道骑行至机动车道时，被付先生驾
驶的机动车撞伤。事发后，她将付先生、
违法停车车主李先生、刘女士及三车的
保险公司诉至法院，索赔共计 32万余
元。近日，朝阳法院一审认定事故各方
均有过错，确定李先生、刘女士各按照
20%的比例赔偿，付先生按照 30%的
比例赔偿，判决付先生、李先生和刘女
士的车辆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有责范围
内各方均赔偿马女士损失 6.1万元，三
者险部分按比例赔偿共 7.2万元。
骑车人构成十级伤残

2017年 3月 31日 14时许，在朝
阳区北苑东路 T10006号路灯杆处，付
先生驾车由北向南行驶，马女士从违法
停放的刘女士和李先生的车辆中间进
入机动车道，付先生车辆前部与马女士
自行车前轮接触后，马女士倒地受伤。
交通队以马女士的交通方式无法确定、
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为由未认定事
故责任。经诊断，马女士为闭合性颅脑
损伤重度，复杂性尿路感染，住院 4次
进行高压氧治疗，医疗费 12万余元，其
中付先生垫付了 5.5万元。经伤情鉴
定，马女士构成十级伤残。
付先生认为，事发时其车辆正常行
驶，无法预测到马女士会由人行便道进
入机动车道，两辆违法停车车辆遮挡视
线，也遮挡马女士的路线，亦应承担赔

偿责任。
李先生辩称，其停车的路边没有禁
止停车标志，马女士车速过快，自己没
有尽到注意义务。刘女士也称其路边没
有禁止停车标志，路边停了很多车，到
现在该路段也停着很多车，附近又没有
停车场，其车只能停在那里。
而保险公司表示，事发时付先生车
辆处于正常行驶状态，马女士忽然来到
机动车道，付先生本身没有过错。李先
生的车辆虽然违法停放，但不是造成此
次事故的原因，故公司仅应在交强险无
责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三方机动车均有过错

法院经审理认为，交通队虽未认定
事故责任，但从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的
事发情况和付先生提交的视频资料看，
马女士骑行自行车进入机动车道，李先
生、刘女士在路边违法停车，会遮挡机
动车道上驾驶员的视线，付先生未谨慎
驾驶车辆，各方对事故发生均有过错，
付先生、李先生、刘女士三车的交强险
保险公司，均应在交强险有责赔偿限额
内赔偿，交强险外根据各方过错程度，
法院确定李先生、刘女士各按照 20%
的比例赔偿，付先生按照 30%的比例
赔偿。
最终，法院连同付先生垫付的费用
一并处理，马女士共计获得 25万余元
赔偿款。
北京晨报记者 颜斐

北京晨报记者 黄晓宇

海淀警方破获手游代充案
涉案金额达 1200 余万元

城管宣传
为更好地服务于
市民， 让更多的百姓
了解城管工作， 争取
更多群众的支持配
合，日前，朝阳区劲松
执法队在劲松路口设
置城市文明宣传站，
开展了“强化执法服
务，建设优美城市”宣
传活动。 面对群众提
出的问题， 队员们一
一解答。
首席摄影记者
吴宁 / 摄

广告

锦州银行北京分行
“
存本取息 + 零存宝”储蓄存款倍受青睐

锦州银行北京分行推出“存本取息 +零存宝”储蓄套餐，年综合收益率达 5.4%。储
蓄存款保本保息、保安全，该储蓄套餐包含存本取息和零存宝两款储种，其中存本取息
1万元起存，5年期年利率 4.8%，按月返息。零存宝 5年期年利率 4.8%，若将存本取息
每月利息直接返至零存宝账户，则可实现年综合收益率 5.4%，五年累计收益率达
27%。若将存本取息每月利息返至活期账户，可随时支用。存本取息储蓄存款可随时提
前支取，按照存入日我行定期储蓄存款利率靠档计息（减去此前已付利息）。欢迎您到
锦州银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咨询办理。

服务电话：锦州银行北京分行（建国门北大街 5 号）：85072237
中关村支行：62418618
华威桥支行：87320018

骑入车道被撞伤 违停车主亦担责

国 贸 支 行 ： 58692708
阜成门支行：68039098

亚运村支行：84100156
京广桥支行：57755005

昨天，北京晨报记者获悉，在公
安部“净网 2018”专项行动、北京市公
安局“净网护网 2018”专项行动统一
部署下，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紧盯
互联网痼疾，用足用好法律法规，全
力打击黑客类犯罪，营造晴朗网络环
境。近期分局破获一起利用系统充值
漏洞，恶意盗刷充值，损害公司合法
利益的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案，
抓获两人。
2017年 12月，北京开天创世科技
有限公司到分局警务支援大队反映称：
自 2017年 6月以来，公司所开发的游
戏被他人利用漏洞进行恶意充值，造成
1200余万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警务
支援大队经初步了解：嫌疑人利用充值
时产生的缓存凭据，通过技术手段创造
特定的网络环境，进而多次反复恶意充
值非法牟利。
针对该情况，海淀公安分局、刑警
大队等部门组成专案组开展案件的前
期侦查、中期扩线、电子取证等工作，通
过梳理日志、调取记录，发现有人修改
充值时产生的电子凭证，使本来只能一
次使用的电子凭证变成可以多次使用
的，从而通过给他人代充获取非法利
益。专案组通过勘验、提取等方式固定
了上述证据。
专案组在游戏公司的技术协作下
经过几个月的大量工作，通过对电子
证据的分析梳理，基本锁定了涉案嫌
疑人员位于广东省揭阳市。在掌握大

量证据的前提下，专案组民警于 2018
年 5月 24日在广东省揭阳市溪西镇
将犯罪嫌疑人蔡某涛、蔡某盛抓获，经
审讯二人均为 90后，初中毕业后一直
无业，跟随一个网络上的师傅学习网
络黑客技术，并长期混迹于网游中，在
游戏频道内发帖，可以用市场价 3折
左右的价格给一些网络游戏充钱，吸
引顾客。
而顾客向其支付钱款后，他们便利
用首次充值时系统产生的缓存凭据，并
通过技术手段搭建特定的网络环境达
到恶意代充牟利的行为。现犯罪嫌疑人
蔡某涛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系统数
据罪已被海淀检察院批准逮捕，蔡某盛
因情节较轻被取保候审。
警方提示，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刑法第 285条第二款规定：违反国家
规定，采用其他技术手段，获取计算机
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
据，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
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北京晨报首席记者 张静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