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院建议

快新闻A05
2018年6月29日 星期五

责编 胡敏 图编 张路 美编 黄明强
责校 李勇强 黄明强

深阅读下载慢新闻APP

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让生活 下来慢

重拳治理食品、保健食品
欺诈和虚假宣传

九龙坡：

西彭镇食药监所
对涉嫌食品保健
食品虚假宣传销
售的食品经营户
进行检查

近日，在九龙坡区西彭镇，一场现场执
法突击检查打响。由该镇相关负责人、区食
药监分局、区公安分局执法人员组成的“联
合突击队”，闪电突击检查了该镇一家保健
食品经营企业。通过检查发现，该企业无法
当场出示供货票据及供货商资质，涉嫌保健
品会销。执法人员当场对其仓库内的“牛髓
粉”等一批保健食品全部予以扣押，并对其
进行进一步查处。

对待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行
为，上述案例只是九龙坡重拳整治的一个缩
影。据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九龙坡
区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17年9月以
来，该区围绕“区内的不出事、区外的不敢
来、来了的呆不住、犯事的跑不了、整治后不
反弹”的“五不”目标，已开展“扫雷式”严打。
截至目前，共计对全区3457家食品、保健食
品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他场所进行了检查，发
现问题企业53家，责令整改36家，立案查
处17件，已关停违法企业21家，整治工作
取得良好成效。而为了巩固集中整治效果，
确保专项治理后不反弹，该区还建立健全了
监管工作长效机制。

在责任落实上，该区大力实施“清单式”
推进，目前该区按照属地属事原则，细化实
化了该区食安委11个成员单位、全区19个

镇街职责分工，采取“立责任状”的方式逐级
签订了责任状，保证了责任到位到人；同时，
为保证专项整治工作落实到位，该区全力推
进“工作清单”到位，依据整治方案，对各部
门、镇街和各阶段工作，采取项目化、清单化
的方式绘好“路线图”、列出“时间”表，明确
了责任人；对于落实问题整改，该区则大力
落实“责任清单”，对整治中发现的问题，逐一
建立台账，实行挂账销号，确保问题“清零。”

而针对不法商家利用传单、广告、讲座
和“托儿”进行“洗脑式”宣传、非法传销推销
等复杂情况，该区则采用“以宣制宣”的方式
开展全覆盖、压制性“反宣传行动”。通过商
家、企业签订承诺书，区食安委11个成员单
位、全区19个镇街签订责任状，广泛发布告
知书，发放《我是如何骗老年人买保健食品
的？》宣传册等“四书一状”，形成多渠道宣传
态势。

同时，该区开展了“正确认识保健品，撑
起健康保护伞”宣传活动，力求形成广泛宣
传科普效果。截至目前，共计印发公告
5000 余份，发放手册、画册等宣传资料
50000余份，悬挂横幅标语500余幅；组织
培训企业646户次、人员1100余人次……
借此营造了强大的舆论和宣传声势，形成了
压倒性态势。

近日，万宝龙“创造巅峰 始于此刻”
高级制表巡展在重庆万象城开幕。万宝龙
携数款全新明星系列精美时计致敬经典。

“我们希望借此巡展机会，让重庆的消费者
近距离领略万宝龙品牌，特别是全新明星
系列的独特魅力。”万宝龙北亚区总裁张锴
表示，“万宝龙全新明星系列糅合瑞士高级
制表传统与当代美学设计，令经典腕表焕
发新生。象征品牌先锋精神的六角白星玑
镂波纹融于每一处细节，也是千禧一代追
梦路上每一次奋斗和拼搏的印记，铭记每
一个精彩瞬间。”

当天，万宝龙品牌大使杨洋现身活动，
为本次万宝龙高级制表巡展剪彩，同时庆
贺品牌重庆万象城精品店盛大开幕。杨洋
说：“我今天佩戴的是全新万宝龙明星系列
全历腕表，在之前经典表款的基础上又有
了全新演绎，全历功能非常实用，蓝色皮表
带百搭又有个性，适合所有勇于追梦、不断
进取的现代年轻人。”

万宝龙“创造巅峰 始于此刻”高级
制表巡展选址重庆万象城购物中心一楼
中庭，融汇万宝龙腕间时计臻品，彰显品
牌在高级制表领域的辉煌成就，展厅各区
域分别陈列品牌四大腕表系列：摩登现代
的全新明星系列展区；独具复古风范的
1858系列及时光行者系列展区；宝曦系列
展区。此外，专辟万宝龙x杨洋特别限量

款皮具展区，以不拘一格的全新姿态传递
当代年轻人率性真我、无畏破界的活力与
态度。

重庆晚报记者

车主在
给爱车买保
险时，是否
遇到过电子
保单、汽车
4S 店工作
人员代为销
售车辆保险
的情况，一
旦发生事故
保险理赔，
免责条款的
问题争议最
大。此外，
一些私家车
变身网约车
改变车辆用
途，保险理
赔也出现很
大争议。

如何妥
善处理保险
合 同 纠 纷
案 ？ 6 月
28日，渝中
区法院成立
全市法院首
家保险专审
团队，专审
保 险 纠 纷
案。

万宝龙携手品牌大使杨洋
揭幕高级制表巡展重庆站

▲万宝龙北亚区总裁张锴及万宝龙品牌
大使杨洋

奔驰车遇事故
损失18万余元

该不该赔？

规范网约车
免责条款
针对私家车“变

身”网约车现象。今
年5月，渝中区法院向
各保险机构发出设立
网约车特别提示制度
的司法建议。

渝中区法院金融
审 判 庭 庭 长 何 琦 介
绍，司法建议已经提
醒保险公司在签订保
险合同时，询问投保
人该投保车险是否提
供网约车服务，如提
供网约车服务，因事
故 发 生 几 率 大 幅 增
加，保险公司应及时
提醒投保人，额外增
投营运类保险项目，
从而避免引发不必要
的保险纠纷。

重庆晚报记者
唐中明

保险拒赔
保险公司未举证行驶证被扣应该赔行驶证已被交警部门扣押出事免赔
法院判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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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驰车高速公路遭遇事故

渝中区法院金融审判庭副庭长王娟介
绍，2015年3月，王某将自己的奔驰车向保
险公司投保机动车交强险、车辆损失险等商
业保险，同时购买了车辆损失险不计免赔。
保险期限至2016年5月4日24时止。

车辆损失险保险条款约定，在保险期
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
使用被保险车辆过程中，因碰撞、倾覆、火
灾、爆炸等原因造成保险车辆的损失，保险
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负责赔偿。

条款中，还有关于发生事故时，无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的行驶
证、号牌，或临时号牌或临时移动证的，保
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的责任免除条款。

2016年3月12日21时30分左右，经
王某允许的驾驶人许某驾驶奔驰车由重庆
往綦江行驶，行驶至兰海高速公路时与客
货分道标志牌立柱相撞，造成车辆与路产
受损的交通事故。经交巡警部门认定，驾
驶员许某承担事故全责。

保险公司认为无行驶证拒赔

事后，奔驰车主王某向保险公司申请

理赔。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发生时，该车行
驶证因其他违法行为已被交警部门扣押，
根据保险合同约定，保险公司可据此免
赔。所以，保险公司不同意赔偿王某的车
损及其他损失。

几经协商无果后，王某起诉到渝中区
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维
修损失费18万余元。

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该赔

法院认为，关于保险公司辩称奔驰车
在发生事故时，车辆行驶证已被交警部门
扣押，不具有合法有效的行驶证，符合免赔
的情形。但保险公司未举示相应证据证明
其答辩意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
果。所以，本案中不具有法定或约定的免
赔情形，保险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

王娟称，当事人对自己诉讼请求所依
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
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
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
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保
险公司对于其主张的免赔理由负有举证责
任，在没有举示证据证明免赔事实发生，也
没有举示证据证明其存在其他免赔情形的
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王娟提醒，保险合同双方在发生事故时
应注意证据的收集和固定，避免纠纷发生。

保险纠纷案专审团队成立

针对频繁发生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6月28日，渝中区法院成立全市法院首家
保险专审团队，专审保险纠纷案。

渝中区法院审委会专委李雪介绍，保
险专审团队将集中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
件，含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人身保险合同纠
纷、保险人代为求偿权纠纷、保险代理合同
纠纷、保险经纪合同纠纷等。

李雪介绍，保险纠纷反映的典型问题比
较多。比如：主体身份审查不严。特别是涉
及电子保单、汽车4S店工作人员代为销售
车辆险、为他人购买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人
身保险等情形，保险机构存在未严格核查投
保人、被保险人主体身份信息，未严格审核
相关投保单是否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本人签
字等情况，不利于权利义务主体的确认。

此外，还存在投保人未如实履行投保
告知义务，导致保险公司解除保险合同并
拒绝理赔；保险人就免责事由未尽到提示
和明确说明义务，导致免责条款失效而承
担保险责任；保险事故处理不规范，导致保
险公司拒绝理赔等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