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 前 ，东 台 镇 玉 带
桥社区医生和社工志愿
者冒着严寒，上门对辖
区失独老人和残疾家庭
给予关爱，使其感受到
社区大家庭的温暖。
邹鹏安 张惠 景玉亭 摄

残联部门给残疾人缴投的意
外伤害保险，是如何理赔的？二
代格式个人信用报告为什么展示
个人“5年还款记录”？

市民杨某问：听说残联部门
给残疾人缴投意外伤害保险，请
问如果发生险情怎样理赔？

市残联回复：目前我市已为
具有本市户籍3-74周岁持证残
疾人按照40元/人的标准参投意
外伤害保险。

被保险人在得知保险事故发
生后，立即拨打“95518”报案。
理赔人员将第一时间与报案人联
系，视情况上门查勘。

险情结束后，要提供理赔申
请的基本材料：保险金给付索赔
申请书；病历、诊断证明、出院记

录、医疗费发票及清单；被保险人
身份证或受益人身份证（户口本
复印件）、银行卡影像图片；受益
人与被保险人关系证明；二级及
二级以上医院或保险人认可的医
疗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医学死亡
证明、公安部门出具的户口注销
证明、火化证明、具体的死亡原因
证明，无法出具需法医鉴定；保险
人认可的医疗机构或其他鉴定机
构出具的残疾程度证明；涉及重
大疾病需提供具体的诊断报告以

及病理报告。
由于保险事故的具体情况不

同，可能在办理理赔申请时仍需
一些其他材料，案件处理人会及
时与投保人或受益人联系。

对于理赔方面有困难的，可
以向村干部或者镇残联寻求帮
助。

市民刘某问：二代格式个人
信用报告为什么展示个人“5年
还款记录”？

人行东台市支行回复：二代
格式个人信用报告设计展示最近

“5年（60个月）还款记录（包括还
款状态、逾期金额）”，是为了直
观、连续、完整展示借款人履约情
况，帮助公众积累信用财富，以获
得融资。

一代格式个人信用报告也
展示了 5年还款记录，只是展示
方式略有差异。从信息量来
看，二代格式个人信用报告展
示“5 年还款记录”是基于一代
格式信用报告中的“最近 24 个
月还款记录”和“最近 5 年内逾
期记录”内容，增加了最近 2 年
的逾期金额，比一代格式信用报
告更加全面展示个人按期还款信
息，更为全面准确地反映个人信
用状况。

记者 刘煜

温馨提醒——今 日 天 气 本市：晴到多云，西南风4-6级，0℃/12℃ 大丰：0℃/12℃ 兴化：0℃/13℃ 海安：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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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许翰文 通讯员 黄敏

一男子驾驶轻型货车在道路上与一辆小轿
车发生碰撞，导致轻型货车受损。历时近一年，
这名货车驾驶员终于获得了相应的车损等赔
偿。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018年12月26日，
夏新驾驶小轿车由东向西行驶至交叉路口时，
与由北向南行驶的孙庆驾驶的轻型货车发生碰
撞，导致两车受损。交警部门认定夏新负事故
的全部责任，孙庆无责任。之后，孙庆支付了货
车施救费3500元。

事故发生后，夏新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对
孙庆的货车定损为 25539.47 元。孙庆认为定
损金额过低，于2019年2月25日单方委托公估
公司对货车车损进行鉴定，鉴定车损为45500
元，并支付评估费2300元。随后，孙庆委托货
车所属品牌的汽车维修点维修受损货车，支付
维修费45500元。货车维修完毕后，孙庆将夏
新及夏新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
两被告赔偿自己因交通事故造成的车损45500
元、评估费 2300 元、施救费 3500 元，合计
51300元。

审理时，夏新一直未出庭，保险公司则对孙
庆单方委托的鉴定意见持有异议。于是在法院
的主持下，重新启动了鉴定程序，新的鉴定意见
认定孙庆的货车车损为36430元。后孙庆将车
损变更为36430元；保险公司认为新的鉴定报
告中，右前门1650元属于重复评估项目，应包
含在驾驶壳内，并提出已与某汽修公司沟通，该
汽修公司同意按照保险公司此前的定损金额进
行货车维修，因此始终坚持原告的车损应为
25539.47元。保险公司还认为施救属于交警部
门应尽的义务，不应再收取施救费，因此拒赔施
救费。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事故发生后，孙庆不同
意保险公司当时对车损的定损金额，可及时诉
讼并申请按照法定程序鉴定评估车辆的实际损
失。诉讼过程中，保险公司对孙庆单方委托公
估公司形成的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可。
从程序合法考虑，法院依法委托公估机构评估
后形成的鉴定评估意见具有更强的证明效力。
虽然保险公司对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形成的
鉴定报告中的右前门项目有异议，但其并未提
供任何证据及依据，故对其异议内容不予采
信。孙庆单方委托公估公司形成的鉴定意见不
作为定案依据，评估费2300元由其自行承担。

新的鉴定意见书认为，事故发生后车辆修
复价格为36430元，孙庆也同意按照该价格认
定车损。由于受损货车已经修复完毕，且新的
鉴定意见书系法院依据保险公司申请而依法委
托鉴定，故36430元应为最终的车辆损失金额。

本案3500元施救费属于为施救受损货车
所支出的合理的、必要的费用，故保险公司应当
赔偿。

综上，法院支持孙庆的损失为：车损36430
元、施救费3500元，合计39930元。判决后，双
方均未上诉，保险公司也已及时履行赔偿义
务。

（文中人名系化名）

他的车损应赔多少？

记者 唐雅 文/摄

“既方便又安全，多晚都能
来拿快递。”1月10日傍晚，正方
上林苑，市民丁女士刚下班，就
顺路到小区里的智能信包箱，凭
取件码取件。她表示，现在 24
小时自助取件，免去了在家坐等
收快件的麻烦，非常便捷。据了
解，在全市已有 51组这样的智
能信包箱“上岗”，基本覆盖全市
大部分新老小区。

细看智能信包箱，其外形与
超市储物柜相似，一人多高，分
成近百个格子。中间是一台类
似ATM机的智能设备，液晶屏

幕上有“投件”和“取件”标志。
点击“取件”标志后，弹出一个界
面，扫二维码或者手动输入取件
码，不到半分钟储物格就自动打
开。

对于快递员来说，只需跑一
个集中投放网点派送快递，也减
轻了不少工作量。快递员马俊
钦介绍说，把快递扫描后放进柜
子，系统便会自动发信息给收件
人。此后快件就一直处于监控
中，安全系数大大增加。

近年来，我市快递业务量持
续增长，末端配送压力不断上
升，传统信包箱的使用人群和使
用率逐渐缩小，已不能满足存放

快件的要求。为此，我市试点布
设智能信包箱。去年，智能信包
箱建设被列入市政府20件为民
办实事工程。

为进一步把实事做好，市邮
政管理局在充分吸取往年经验
的基础上，深入调研市场，从我
市实际出发，科学合理设置智能
信包箱。积极引进第三方公司，
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由中邮速
递易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既节
约了财政资金投入，又避免资源
浪费，极大地提高了智能信包箱
的使用率。

同时，为顺利完成目标任
务，该局加大推进力度，最大程

度缩短工期。去年8月底，提前
完成海陵首府、正方上林苑、柏
盛苑等 10 个小区 1667 个格口
的建设任务。截至目前，全市已
建成智能信包箱 51组，总格口
数 5885 个，为 40 多个小区、学
校、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等用户
提供安全、便捷、放心的信件和
包裹自助服务，方便了居民的生
产生活。

市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下一步，将陆续在新建小
区及机关、社区、商圈打造更多

“信包箱升级工程”，进一步提升
全市邮政快递末端服务水平。

本报讯（仲继春 何国
庭）1月8日，五烈派出所收
到辖区五烈镇钱谷现代产
业园所属公司赠送的一面
锦旗，上面绣有“破案神速
解民忧 感谢人民好警察”
的字样。

1 月 7 日，该公司负责
快递业务的工作人员发现
快递件意外缺少后，立即向
警方电话求助。民警上门
核实了解情况后，五烈派出
所迅速启动“破小案”工作
机制，第一时间核查警情真
实性，安排警力调取排查监
控视频资料，并报请市局技

术部门介入案件线索收集，
在 4 小时内获得涉案嫌疑
人的身份信息。

经侦查，1月2日、4日、
6日18时许，涉案嫌疑人先
后三次来到五烈镇进洋村
尹素红超市踩点并偷盗。
此人因平时消费大手大脚，
将身上钱财挥霍一空，便萌
生盗窃他人快递的歹念，多
次秘密窃取他人快递10余
件。目前此人已被公安机
关刑事拘留。

为此，快递失主钱谷现
代产业园所属公司特地赠
送锦旗深表谢意。

五烈派出所为民
服务获赠锦旗

记者 戴海波 通讯员 许晓凤

“天气挺冷，但心里暖和，谢谢
你们啊！”1 月 10 日上午，天寒地
冻，富安镇敬老院里却暖意融融，该
镇杭月琴等志愿者一行提前给敬老
院老人添新衣送年货，赢得老人们

连声道谢。
在敬老院里，杭月琴为敬老院

的110位老人置办了新内衣、牛奶、
苹果、花生等礼品，给他们送去生活
上的关爱与节日的祝福。与此同
时，来到老人们中间陪老人唠家常，
关心询问老人的身体情况。老人们

非常高兴，感谢大家对他们生活的
关心。据悉，这已是杭月琴连续14
年为敬老院的老人送年货。

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杭月琴
慷慨捐助的身影。十多年来，她一
直热心公益、奉献爱心，先后捐献3
万多元济困救灾，她积极参加心连

心志愿者协会和镇关工委组织开展
的志愿服务活动，当起“爱心妈
妈”，关爱留守贫困儿童20多人，每
逢中秋节、春节她都购买物资到敬
老院慰问五保老人，深得社会各界
的好评，曾当选为2018年第一季度

“东台好人”。

寒冬献爱心 情暖敬老院

智能信包箱为百姓幸福智能信包箱为百姓幸福““加码加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