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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罗杰斯 程彩明

“双方各损失近3000元， 确定我的全责
后，将银行卡号等证件信息留给保险公司，当
天下午理赔款就到账了。”长沙市民张先生告
诉记者，几天前，他在长沙三一大道九尾冲追
尾前方车辆后，没在现场“纠结”，双方到附近
的交通事故快处快赔中心， 迅速办理了保险
理赔。

其实， 在选择去市区的交通事故快处快
赔中心之外，对于没有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小
于2000元的事故， 考虑到报保险公司理赔来
年续保保费可能上涨等因素， 也可选择不报
保险公司， 自行处理， 既能简化事故处理流
程，还可避免事故对交通的影响。

小剐小蹭，可不报保险

2017年初， 长沙市民刘韬花20万元换了
一辆新车，投保了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盗
抢险、 不计免赔险等险种， 基础价共计5800
元， 享受新车商业险8.5折优惠后为4930元，
另外购买了950元的交强险。

10月20日， 刘韬驾车行驶在长沙河西岳
麓大道辅道上， 小车前保险杠剐蹭到路边台
阶。他向保险公司报案后，核定损失为500元。
此时刘韬面临选择：若动用商业保险赔偿，则
下一年度商险基础价5800元按6.4折优惠，为
3712元；若自费维修，可享受一年未出险保费
5.4折优惠，为3132元。此事故中，因未动用交
强险，来年续保950元可享受9折优惠，为855
元。

考虑到来年可少交商业保费，相对划算，
刘韬放弃了保险理赔，自付维修费500元。

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理赔负责人罗珍

表示， 商业险保费受上年理赔情况的影响较
大，多数客户在车辆小额事故出险后，权衡理
赔金额与次年保费折扣后，选择自行处理。特
别是对于一些不影响车辆出行的小剐蹭，考
虑到时间成本和续保成本， 也可对事故酌情
延迟累计后再集中修理。

若发生较严重的车辆或第三者损失，
比如交通事故导致受害人骨折，理赔金额2
万元左右， 客户可获理赔金额远大于下年
的续保保费， 则应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索
赔。

损失2000元内，宜用交强险理赔

车险保费由商业险保费、 交强险保费组
成。保险公司是否理赔，对下一年度的续保保
费有不同的影响， 而不同的事故责任又会对
理赔有不同的影响。

交强险和商业险是分开计算保费的，如
果只动用交强险理赔， 理赔次数多少只会对
交强险的优惠有影响， 不影响次年商业险的
投保折扣。

人保财险长沙市分公司理赔负责人罗珍
介绍，凡是对第三方(除本车、本车上的人)造
成损失的,无论是否有责任,都是交强险赔偿
范围。 交强险对第三方造成的财产损失最高
赔偿2000元，当第三方财产损失小于2000元
时，只动用交强险，按基准保费950元计算，前
一年出了两次及以上交通事故（不涉及死
亡），次年保费将上浮10%，为1045元；若前一
年未出险， 则次年可享受保费下浮10%变为
855元。

车主若动用交强险理赔， 对来年保费金
额影响比较有限。特别是当年已理赔多次，小
事故走商业保险也不划算。

例如，车主不小心撞了一辆车后负全责，

本车损失400元，对方损失2000元，保险公司
正常处理会用交强险赔付对方2000元， 用商
业险中的车损险赔付400元。 这种情况下，建
议车主向保险公司申请索赔交强险， 若放弃
索赔商业险， 则不会影响明年的商业险保费
折扣；因交强险只动用了一次，第二年交强险
保费维持在950元。

用好快处快赔，事故处理更高效

“一点小事故，拥堵一大片”，这样的现象
不时发生。 对于造成较大损失或双方有分歧
的交通事故， 双方到交通事故快处快赔中心
办理理赔，是快捷高效的处理方式。

目前，长沙市有14个快处快赔点，适用在
6时至22时发生，机动车之间仅造成车辆损失
(即无人员伤亡)、 单方面车损在5万元以内且
车辆能自行驶离现场的交通事故。

湖南省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张在新提
醒，发生交通事故后，事故当事人应当立即对
事故车辆和现场进行摄像或拍照， 固定相关
证据，在3分钟内撤除事故现场，并共同驾车
48小时内前往快处快赔点处理。 对应当自行
撤离现场而未按规定撤离的， 交通警察责令
当事人撤离现场。

对于符合快处快赔的交通事故， 交警和
保险部门在接警后，无须勘查现场，自行进入
快处快赔程序。

据了解，湖南省保险行业协会“道路交通
事故处理平台”已与长沙交警公众号、交警车
驾管信息、保险公司接报案系统互联互通，推
出快撤直赔服务， 实现轻微交通事故远程定
责、线上快速理赔办理。目前，人保财险、平安
产险、太平洋产险等保险公司已率先接入，远
程定责与保险理赔无缝对接， 赔付金额可迅
速到账。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罗辉 陈莉芸

10月20日，星期六，永兴县荣裕国际
酒店200多名员工像往常一样， 准时领到
了工资。 酒店餐饮部负责人李楚说：“每月
20日是酒店发工资的日子，从2010年开业
至今雷打不动。”

去年4月，由于设备维修，加上又是淡
季，酒店资金出现紧张。财务人员提出，员
工工资是不是暂缓发放？

“不行！”荣裕国际酒店有限公司董事
长马艳玉斩钉截铁地说。她找朋友借了70
多万元，把工资全部按时发放到位。

今年48岁的马艳玉， 从1990年开始，
拿着借来的200元钱走南闯北， 曾从事采
矿、冶炼、房地产开发、酒店等行业。无论干
什么，她始终坚持以诚待人、诚信经营。她
的创业之路也越走越宽，生意越做越好。去
年11月，她荣登“湖南好人榜”，被评为“诚
实守信好人”。

在公司员工、合作伙伴眼里，马艳玉是
值得信赖的“马姐”。一些与马艳玉有业务
往来的合作伙伴获悉她有困难， 会纷纷伸
出援手，主动借钱给她，连欠条都不用打。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马艳玉的好人缘
来自她平时以诚待人。 一次， 她到贵州收
矿，一位送货商清点好矿砂、结完账走了。

马艳玉发现， 实际所送矿砂比订单规定的
多了不少，她立刻打电话给送货商，令对方
感动不已。此后，这位送货商成为马艳玉稳
定的原材料供应商之一。

好人缘还来自马艳玉平时严守信用。
她是一个把信誉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早
些年，她去云南、贵州、四川等偏远山区收
购矿砂，与村民约定的事从不失约。一次，
她到云南彝族人聚居的大山里收购矿砂，
当时已是傍晚时分，山高路陡，随时有摔下
山崖的危险。况且，当地治安也不是很好。
就在村民以为马艳玉不会来时， 她准时出
现在他们面前。

“跟居住在云南山区的彝族人做生意，
我坚持一手交货一手交钱， 无论到哪家歇
脚都会留下一点钱。 他们中部分人生活还
不是很好，我心里很不安。”真心换得真情，
马艳玉与云南山区彝族人结下了深厚友
谊， 他们都愿意把矿砂卖给这位守信誉的
湖南“马姐”。

据介绍， 马艳玉经营企业20多年，从
没拖欠过合作伙伴一分钱， 也没有拖欠过
国家一分钱。每年工商税务评级，她办的企
业都在B级以上， 银行信用也从没有不良
记录。近5年，她办的企业共纳税5000多万
元。

富不忘本，造福桑梓。马艳玉还非常热
心捐资助学、 架桥修路等公益事业。2010
年至2017年，她先后向郴州市、永兴县教
育基金会捐资， 永兴县教育基金会设立了
首个以个人冠名的专项教育基金———艳玉
专项教育基金。据不完全统计，近些年，马
艳玉共捐资1200多万元。

■点评
20多年来，马艳玉创业之路越走越宽、

生意越做越好，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始终坚
持以诚待人、诚信经营。真心换真情，她也
赢得了别人的信赖与尊重。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马艳玉的成
功之路说明，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寸步
难行。高尔基说：“走正直诚实的生活道路，
必定会有一个问心无愧的归宿。”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
讯员 李昭菲）昨天，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邀
请部分全国、省、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视察
该院的执行工作。

长沙中院党组书记、院长肖新平介绍，
自从法院作出“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庄严
承诺以来，全市两级法院全力以赴、精准攻
坚，坚决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

取得了明显成效。2016年到2018年9月30
日 ， 共执 结 案 件 124716件 ， 结 案 率 为
95.08%，执行标的到位金额393.04亿元。

与会代表、 委员对长沙两级法院执行攻坚
工作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认
为长沙法院执行工作有高度、有温度、有智慧、
有创新、有成果，并从健全联动机制、推进信息
化建设、加强队伍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杨序先 袁子京

“真的很感谢你们，天冷了，你们来得
正是时候……”近日，中方县康复医院护理
员高兴地对怀化市义工联合会会长王鸿福
说。当天，王鸿福带领几名义工来到这家医
院，为贫困的精神病人送来御寒衣物。

这样的活动，王鸿福每年都会组织。在
义工路上，他走了15年，为很多人带来温暖
与快乐。

王鸿福今年40岁，溆浦人。2003年，他
在深圳一家企业工作，发现每到周末，一些
同事会去做义工， 才知道有义工这样一个
群体。他们不计个人得失，只为帮助他人，
奉献社会。于是，王鸿福也申请加入其中。

回到怀化后，2006年8月，王鸿福创建
了一个民间社会公益组织———“怀化爱心
义工”，2011年注册成立怀化市义工联合
会，现在会员发展到了1100多人。

多年坚持，点点滴滴的温情义举，汇成
了大爱之河。

2008年初，湖南遭受重大冰灾。因为
交通不便， 王鸿福和义工们扛着防寒保暖
物品，在雪地里走了3个小时，把物资送到
中方县泸阳镇敬老院老人们手中。

“5·12”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王鸿福
组织28名志愿者赶赴灾区，将价值40万元
的医疗和生活物资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他还不顾余震危险， 带领几个人跟随部队
步行10多个小时，在安县（今绵阳市安州
区） 雎水镇道喜村成功营救出5名被困老
人。

2015年麻阳苗族自治县遭受洪灾，王
鸿福带领义工应急救援队， 带着冲锋艇进
入县城水淹区参与救援， 为400余户受困
群众送去救助物资，帮助转移被困群众50
余人， 还为县人民医院运送应急救灾物资
近2吨。

去年， 王鸿福组织30名山区贫困学
生，坐高铁到长沙参观雷锋纪念馆、海底世
界，与湖南师大附中、麓谷小学的孩子们进
行交流……

长期以来，王鸿福带领义工，坚持节假
日到火车站等车站为旅客服务，“红马甲”
成为车站一道靓丽风景。

“做公益不能光靠一片热情，最重要的
是坚持。”王鸿福说，做公益传递了爱心，传
播了文明，做义工是他人生最大的爱好。

15年来，王鸿福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
青年志愿者、省首届“金牌义工”、省优秀志
愿者等，去年获省“五四”青年奖章。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 （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宋国胜 ）近日，当被宣布受到纪律审
查、监察调查和被采取留置措施后，龙山县
医疗生育保险管理服务局的姚某一下惊呆
了。这是龙山县重拳整治扶贫领域“骗保”
问题的一幕。

今年7月以来， 龙山县纪委监委紧紧围
绕群众反映强烈的扶贫领域“骗保”问题，开
展以打击违规违法套取骗取医保农合资金
为主要内容的“反骗保”行动，重点清查虚构
住院、虚增住院天数、挂床治疗、冒名住院、
虚购发票等骗保行为。

按照县“反骗保”领导小组统一安排，
县域内所有医保部门、医疗机构及相关单
位全面开展自查自纠， 规范医疗机构使
用、报销医保资金行为。借助查办案件的
震慑，运用掌握线索的支撑，宣讲宽严相
济的政策，敦促相关单位及个人在规定时
间内主动交代问题、主动退缴资金、主动
检举他人、主动挽回损失。截至9月28日，
该县已有50家医疗机构、34名个人主动交
代问题，立案11件，羁押2人，主动上缴、收
缴违纪资金累计2660万多元，受到各界好
评。

“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
念，从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出发，通过系
统治理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突出问题，把
群众的利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龙
山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龙
儒文说。

经济视野

小事故如何快处快赔更划算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值得信赖的“马姐”
———记“诚实守信好人”马艳玉

长沙中院邀请代表委员视察执行工作

点滴义举汇成大爱之河
———记全国优秀青年志愿者王鸿福

马艳玉 颜石敦 摄

10月25日，湖南航天有限责任公司三丰公司特种涂料实验室，科研人员在进行石墨烯重
防腐涂料合成实验。该款高性能防腐涂料已通过测试，即将投入市场，应用于长益高速扩容项
目钢结构桥梁整体腐蚀防护工程。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周明 摄影报道

龙山重拳整治
扶贫领域“骗保”问题
收缴违纪资金2660万多元

自主研发高性能特种涂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