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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的车撞伤人，
保险公司不想赔
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和肇事司机分别赔偿伤者16万元、
1.7万余元
韩某开车在南京市江宁双龙大道上撞了骑电动三轮车的林某，
造成双方车损及林某受伤。本来车辆是投了保险的，但因为这辆车
是从汽车公司租来的，
因此索赔的事变得复杂起来……
通讯员 江研 徐璐璐

提前还款遇假客服，
18190元打水漂
省反诈骗中心提醒：
找客服上官网，
切勿网上随便搜

扬子晚报/扬眼记者 万承源

租来的车把人撞成十级伤残
这起事故中，林某被撞得不轻，光
是医疗费就花了近 6 万元。医院诊断
其为左锁骨粉碎性骨折、左肩胛骨粉碎
性骨折、左侧多发性肋骨骨折、左侧血
气胸、头皮血肿、多处软组织损伤，经鉴
定造成十级伤残。
由此产生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
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 18 万余
元，其中保险公司垫付了 1 万元医疗
费。
根据江宁交警的事故认定，韩某负
全部责任。
事发当时，韩某驾驶的是从汽车公
司租来的一辆轿车。该车登记使用性
质为非营运，汽车公司在保险公司投保
了交强险、保额为 5 万元的商业三者险
及不计免赔率险。
原告林某将韩某、汽车公司以及保
险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本次交通事
故损失 21 万余元。

谁来赔？三被告看法各不相同
在庭审中，三个被告发表了不同的
观点。
被告韩某辩称，原告林某的损失超
出保险限额的部分应由汽车公司承担
赔偿责任。被告保险公司应在商业三
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不应拒赔。
被告汽车公司辩称，己方已对韩某
的驾驶资质进行审查，并确保车辆具备
安全行驶的条件，因此不存在过错，不
应承担赔偿责任，应由保险公司承担赔
偿责任。
被告保险公司则辩称，己方愿意在
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合理损

失。这辆轿车在投保时登记使用性质
为非营运，但被告某汽车南京分公司将
该车用于出租，且事发时被保险人驾驶
该车从事营运行为，不符合车辆使用性
质。汽车公司并未将该情况向韩某履
行告知义务，故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
承担赔偿责任。

南京市民任先生提前还款，不
料却将 18000 多元打给了骗子。原
来，他上网搜寻，遭遇了假客服。10
日，江苏省反通讯网络诈骗中心（以
下简称“省反诈骗中心”
）提醒市民，
当下假客服骗局频发，找客服一定
要通过官方渠道。

法院判决先由保险公司赔偿

警情快报>>>
市民提前还款
遭假客服要求一再转钱

那么，对于各方的观点，法院会如
何判决此案呢？
法官介绍，本案的一个争议焦点在
于发生事故时小轿车是否为合法运营？
法院认为，法律并不禁止非营运车
辆的租赁行为，而被告保险公司亦未能
提供证据证明保险合同约定该车不得
用于出租。
而被告韩某承租该车后，其陈述是
用于办理私人事务，保险公司未提供证
据证明韩某租赁该车系从事运货、载客
等营运行为。因此，保险公司抗辩事发
时韩某驾驶该车从事营运行为，无事实
依据，
法院不予采纳。
另一个争议焦点是赔偿责任如何
认定？
法院认为，汽车公司将该车出租
给韩某使用发生交通事故，应属于保
险赔偿的范围，不应免除保险公司在
商业三者险限额内的赔偿责任。故原
告林某因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依法
应先由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
三者险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
韩某赔偿。
综上，江宁法院近日判决被告保险
公司赔偿原告林某损失 16 万元，被告
韩某赔偿原告林某损失 1.7 万余元。

今年 6 月，南京市民任先生因资
金周转需要，通过某网贷平台贷款
1.5 万元，
之后每月按时还款。到了 8
月，任先生手头有了余钱，便想将这
笔贷款提前还掉。8 月 9 日晚 10 点，
任先生在网贷平台上操作，
按照流程
一步步点击，
最后流程停在了审核状
态。等到零点，平台还是没动静，任
先生有些急了，
就想联系平台客服。
任先生在平台上找了半天，也
没看到客服的联系方式，于是便上
网搜索，最终找到了另一个网页，看
到了客服的微信。任先生加了对
方的微信后，说明了自己的情况。
“客服”表示会帮其处理，并发给他
一个二维码。任先生扫描后发现
是一个还款申请，于是便按照指示
填写信息，申请提前还款。不过，当
任先生将剩余的 12190 元贷款额提
交时，页面却显示扣款失败。
任先生当即又联系客服，对方
表示，金额超过了银行交易限额，所
以无法成交。他给任先生一个银行
卡号，让其直接将钱还到卡上。任
先生依言操作后，
“客服”又说，转账

金 额 不 对 ，财 务 对 不 上 账 无 法 入
账。同时，
“客服”还表示，财务人员
已经下班了，
等白天再操作。
8 月 10 日上午 9 点半，
任先生再
次联系“客服”。
“ 客服”让其重新转
12183.23 元 ，并 称 转 好 后 之 前 的
12190元就会退还给他。任先生表示
没有那么多钱，
“客服”
就给了一个固
定电话让其咨询。任先生打电话过去
后，
对方称可以先给 6000 元，
他给任
先生做担保，
并会将之前的 12190 元
退还给他。之后，
对方又给了他一个
银行账号。当天上午10点，
任先生就
通过微信将 6000 元转到银行卡里。
任先生再次拨打对方号码，始终无
人接听，而微信上的“客服”也将其
拉黑。这时，任先生才意识到上当
受骗，
损失 18190 元。

警方提醒>>>
对方要求扫码付款
基本可以判定是骗局
针对此类骗局，省反诈骗中心
提醒广大市民，找客服一定要通过
官方渠道，
切勿在网上随意搜索。
一般来说，
网络平台都会有官方
客服的联系方式，
只要仔细在平台中
寻找，
一般都能找到。航空公司、
银行
等都有官方网站，
也有官方客服电话，
只要注意观察，
也很容易发现。
同时，对于客服要求你将钱转
入个人银行账号，或者扫描二维码
付款，那么基本可以判定是骗局，必
须立即停止操作。
通讯员 苏宫新
扬子晚报/扬眼记者 于英杰

江苏省职业介绍中心现场公益招聘活动部分信息

每 周 三 、四 、五 上 午 举 办 招 聘 会 招 聘 免 费 求 职 免 费 单 位 场 场 更 新
10 月 11 日（周四）10 月 12 日（周五） 专场招聘活动部分招聘信息
10 月 31 日（周三）综合性人才专场招聘活动
活动预告

南京悦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金舜源商贸有限公司
南京和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锦江南京饭店有限公司
南京诺宝婴幼儿保育有限公司
南京广创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云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安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龙企售电有限公司
南京若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江苏丽锦花园酒店

联程旅游（大连）有限公司南京
分公司
南京淘逸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台饭店
珠海嘉业水产有限公司
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淮海路
分公司
南京汉府饭店
南京莱佛士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苏州弘华元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江苏美汇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金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金
鹰国际酒店
江苏金舜源商贸有限公司
南京和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广创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云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王子牛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铭索顺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青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新
地中心酒店

10月17日（周三）综合性人才专场招聘活动
网上招聘服务活动
10 月 18 日（周四）营销、行政、财务、酒店旅 10 月 8 日-10 月 31 日 2018 年江苏省高
游、
零售百货等类人才专场招聘活动
10 月 19 日（周五）高校毕业生及管理型人 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
场外联办系列公益招聘活动
才专场招聘活动
10 月 24 日（周三）综合性人才专场招聘活动 10 月 11 日 2018 年度江苏省自主择业军
10 月 25 日（周四）管理、贸易、营销、行政、 队转业干部专场招聘会
财务、
商业等类人才专场招聘活动
10 月 26 日（周五）专业技能型人才及大中 10 月 18 日 2018 年残疾大学生就业专场
招聘会
专院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
江苏中源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监理工程师，总监代表（总监助理），专业监理工程
师。联系人：
钱主任 13952659646

招聘时间：8：30-11：30 招聘地点：江苏省职业介绍中心（南京市鼓楼街 5 号华阳大厦 2 楼，鼓楼公园旁，地铁 1 号线鼓楼站下 3 号出口，16、100、34、52 路至鼓楼站下即可。
）
联系电话：025-83233822、83233823、83233826、83233846 中心网址：http://jshrss.jiangsu.gov.cn/col/col57489/index.html 企业招聘群号：144750140 求职群号：176769875

江苏省人才市场高校毕业生系列公益招聘活动预告
第六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江苏省系列巡回招聘会邀请函

江苏省人才市场十月份招聘活动安排

尊敬的用人单位：
（四）智能制造业专场
四、
参会办法
根据人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六届大中城市联 时间：
(一)参会流程如下：1.用人单位使用 IE9.0 以上版
2018 年 11 月 10 日（周六）14:00-17:00
合 招 聘 高 校 毕 业 生 专 场 活 动 的 通 知》
（人 社 厅 函 地点：
本的浏览器，
或谷歌浏览器登录“高校毕业生精准招
常州大学体育中心（常州市武进区滆湖中路21号）
〔2018〕217 号）要求，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实现更高质 （五）智能制造业专场
聘平台”
（http://xyzp.newjobs.com.cn/），成 功 注 册
量和更充分就业，依托高校毕业生精准招聘平台，提 时间：
后，
进入
“职位管理”
，
发布相关职位信息，
建立职位胜
2018 年 11 月 14 日（周三）9:00—16:00
高就业服务精准度，江苏省劳动就业管理中心、江苏 地点：南京工程学院体育中心（南京市江宁区弘景大 任力模型。2.点击“现场招聘会”，进入“江苏站”，查
省人才市场联合相关高校举办
“第六届大中城市联合 道 1 号）
看近期招聘会预告，点击招聘会名称，点击“预订展
招聘高校毕业生江苏省系列巡回招聘会”
。诚邀贵单
位”
，
系统提示
“已提交，
请编辑海报，
等待主办方审核
（六）现代服务业专场
位参会，
有关事项函告如下：
通过并分配展位！
”
后，
点击
“确定”
，
系统会跳转到
“已
时间：
2018 年 11 月 17 日（周六）14:00-17:00
一、
活动场次安排
预订招聘会”页面，找到该场招聘会点击“编辑海
地点：南京师范大学体育中心（南京市仙林大学城文
（一）江苏大学专场
报”。3.主办方审核通过并安排展位号后，用人单位
苑路 1 号）
时间：
2018 年 10 月 17 日（周三）13:30-16:30
进入
“已预订招聘会”
，
找到该场招聘会，
点击
“下载回
二、
参会对象
地点：
江苏大学体育馆（一、
二楼）
（镇江市学府路301号）
执”，打印《参会回执》。4.用人单位可关注系统简历
（一）2019 届高校毕业生。
（二）石化冶金行业专场
推送，
及时发送面试通知。展位有限，
额满即止。
（二）有高校毕业生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
时间：
2018 年 10 月 18 日（周四）14:00-17:00
（二）报到布展:用人单位凭《参会回执》
（在高校毕
三、提供服务:1.本次活动为公益性质，对所有参 业生精准招聘平台下载并加盖公章）于招聘会当日至
地点：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体育馆（南京市浦口区
会单位和各类高校毕业生免收任何入场费用。2.活 现场签到参会。
浦珠南路 30 号）
（三）新材料行业专场
动当天为参会单位免费提供展位 1 个（含 1 桌 2 椅）、 五、
联系方式
午餐 2 份、矿泉水 2 瓶及其他招聘物资。3.免费为参 联系人：
时间：
2018 年 10 月 24 日（周三）9:00-12:00
金老师、
朱老师
QQ 群：
778469681
网站发布参会信息。
地点：
盐城工学院体育中心（盐城市希望大道中路1号） 会单位在相关媒体、
电话：
（025）83238802、
83238871

江苏省人才市场每周五、周六定期举办公益招聘会

咨询电话：025-83238805、83238806
展位预订 QQ 群：778469681
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 QQ 群：116409706

全省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高校毕业生就 第六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江 （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 2 号）
联系电话：
（025）83238893 马老师
苏省系列巡回招聘会
业精准服务系列活动
——江苏常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高校 ——重庆科技学院专场
时间：
10 月 25 日（周四）9:00-12:00
第六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江
毕业生专场招聘会
苏省系列巡回招聘会
地点：
重庆科技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
时间：
10 月 12 日（周五）9:00-12:00
——黑龙江大学专场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东路 20 号）
地点：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时间：10 月 31 日（周三）8:30-15:00（12:
联系电话：
（025）83238893 马老师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晋陵北路200号）
00-13:30 休息）
联系电话：
（025）83238893 马老师
黑龙江大学体育馆
全省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高校毕业生就 地点：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74号）
业精准服务系列活动
（025）83238802 金老师
2019 届高校毕业生公益招聘会
——江苏镇江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高校 联系电话：
时间：
10 月 19、
26 日（周五）8:30-12:30 毕业生专场招聘会
招聘会报名流程：
用人单位使用 IE9.0 以
时间：
10 月 25 日（周四）14:00-17:00
地点：
江苏省人才市场
上版本的浏览器，或谷歌浏览器登录“高
地点：
江苏科技大学东校区体育馆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 213 号）
校
毕
业
生
精
准
招
聘平台”
（http://xyzp.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梦溪路 2 号）
联系电话：
（025）83238893 马老师
newjobs.com.cn/），成 功 注 册 后 ，进 入
联系电话：
（025）83238893 马老师
“职位管理”，发布相关职位信息，建立职
位胜任力模型，进入“江苏站”，查看招聘
综合人才及高校毕业生公益招聘会
第六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江 会场次安排，点击招聘会名称，预订展
时间：
10 月 20、
27 日（周六）8:30-12:30 苏省系列巡回招聘会
位，编辑海报，主办方审核通过并安排展
地点：
江苏省人才市场
——重庆站
位号后，报名单位进入该场次打印《参会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 213 号）
时间：
10 月 27 日（周六）9:00-12:00
回执》。同时，用人单位可关注系统简历
地点：
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联系电话：
（025）83238893 马老师
推送，
及时邀约。

时间：8：30-12：30
地址：南京市广州路 213 号

乘车路线：3、6、
78、
91、
303、
D17、
552、
318、
160路脑科医院站下；
3、43、60、78、302、317 拉萨路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