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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
两人受伤“VS”两种保险

2016 年 2 月 14 日 10 时左右，史某柱驾驶一辆小
型轿车，在沿京哈高速公路迁西支线由北向南行驶
中，与前方李明（化名）驾驶的一辆小型轿车剐蹭相
撞，之后，两车又分别与护栏相撞，造成司机李明、乘
车人王芝（化名）受伤，双方车辆损坏。

河北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唐山支队迁西大队
认定，史某柱承担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明无责
任，乘车人王芝无责任。史某柱驾驶的车辆系史某
荣所有，史某荣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强制保险（简称为交强险）和 200000 元不计
免赔商业三者险（简称为三者险）。

事故发生后，李明被送至迁西县人民医院救治，
共住院治疗 7 天，开支医疗费 2457.66 元。李明支付
救护车费 480 元（王芝同乘），并为乘车人王芝支付
医疗费 6177.12 元。

李明将承保的某保险公司、司机史某柱、车主史
某荣诉至迁西县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 2697.66
元（含 480 元救护交通费）、误工费 3000 元、营养费
280 元、住院伙食补助费 280 元、护理费 643.3 元、交
通费 500 元、精神抚慰金 1000 元、车辆损失 44000
元、公估费 3520 元、路损 1900 元、拖车费 1100 元、法
医 鉴 定 费 600 元 、代 为 垫 付 乘 车 人 王 芝 医 疗 费
6417.12 元。

■说法：
赔偿顺序“VS”项目分类

说法：关于李明主张的十项损失，一审法定认定
如下赔偿项目：（1）医疗费，李明及王芝的救护车费
480 元可以计入交通费中。故李明的医疗费应为
2457.66 元，王芝医疗费应为 6177.12 元。李明诉请
的其本人医疗费和乘车人王芝医疗费，均有迁西县
人民医院住院收费收据和门诊收费收据予以证实。
（2）营养费，李明未提供医疗机构意见，一审法院不
予支持。（3）护理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1 条
第 2 款的规定：“……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
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
标准计算。”李明主张按 2015 年度“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务业”年平均工资标准 33543 元计算，符合
上述规定，对李明诉请的护理费 643.3 元（33543 元÷
365 天×7 天）予以支持。（4）误工费，有李明所在单位
出具的误工证明及工资表，证明李明系该单位员工，
月收入 3000 元，因发生交通事故受伤，未到本单位
上班工资未发。误工时间，经唐山华北法医鉴定所
鉴定误工时间为 30 天。对李明诉请的误工费 3000
元（3000 元÷30 天×30 天）予以支持。（5）法医鉴定费、

公估费。李明开支的法医鉴定费 600 元，公估费
3520 元，属于必要的、合理的费用，应由某保险公司
在三者险范围内予以赔偿。（6）交通费，根据李明、乘
车人王芝住院、出院、复查等实际情况，酌定 980 元
（含救护车费 480 元）。（7）施救费 1100 元，有唐山市
某汽车救援有限公司收费票据，且系李明实际支出，
对李明诉请的施救费予以支持。（8）路损赔补费，有
京秦高速公路迁西支线管理处出具的收费票据证
明，对李明诉请的路损赔补费予以支持。（9）车辆损
失，有河北某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公估报告书证实，某
保险公司要求重新鉴定的理据不足，不予准许。（10）
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李明的损伤未构成伤残，不予支
持。

一审法院认为，此次交通事故给李明及乘车人
造成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史某柱承担本起事故的
全部责任，李明无责任。史某荣为其机动车在某保
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 20 万元不计免赔商业三者
险。对于李明的事故损失，首先应由某保险公司在
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出交强险部
分，由某保险公司在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超
出交强险和三者险限额范围的损失，由史某柱、史某
荣赔偿。

李明及王芝属于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
下的损失为 8914.78 元（李明医疗费 2457.66 元+住院
伙食补助费 280 元+王芝医疗费 6177.12 元）,未超过
1 万元的赔偿限额，某保险公司应赔偿李明 8914.78
元。

李明属于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的损
失为 4623.3 元（护理费 643.3 元＋误工费 3000 元+李
明交通费 980 元），未超过 11 万元的赔偿限额，某保
险公司应赔偿原告 4623.3 元。

李明属于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项下的损
失为 45900 元（车损 44000 元＋公路路产损失 1900
元）,超过 2000 元的赔偿限额，某保险公司应赔偿
2000 元；李明属于商业三者险范围的事故损失为
49120 元（45900 元－2000 元+施救费 1100 元＋鉴定
费 600 元＋公估费 3520 元），未超过 20 万元的赔偿
限额，某保险公司应赔偿 49120 元。

李明的事故损失未超过交强险和 20 万元不计
免赔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范围，史某柱、史某荣不承
担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作出（2016）冀 0227 民初 1279 号民事
判决：一、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
李明事故损失 15538.08 元，在三者险范围内赔偿李
明事故损失 49120 元，合计 64658.08 元。限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给付；二、驳回李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某保险公司提出上诉。二审唐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认为，本案车损公估报告系由迁西县人民法院委
托具有相关资质的公估机构作出，并非李明单方委

托。某保险公司主张公估数额过高但并未提交相关
证据予以证实。

今年 1 月 17 日，二审作出（2017）冀 02 民终 115
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
费 1416 元，由某保险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
决。

■提醒：
两类法律“VS”两类规则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属于侵权责任，应由道路交
通安全法、侵权责任法调整。事故车辆同时投保商
业保险的，还应受保险法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 16 条明确规定，同时投保交强险和商业
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
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
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
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
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
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
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
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
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交强险赔付施行按项责任限额。《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 23 条规定：“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
额。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
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
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其中，“医疗费用赔偿
限额和无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负责赔偿医药
费、诊疗费、住院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合理
的后续治疗费、整容费、营养费。”“死亡伤残赔偿限
额和无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负责赔偿丧葬
费、死亡补偿费、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
通费用、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护理费、康复
费、交通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住宿费、误工费，被保
险人依照法院判决或者调解承担的精神损害抚慰
金。”

受害人除在交通事故中遭受财产损失外，其支
付查明人体伤害程度和财产损失情况的鉴定费用，
也属于受害人财产损失，均应由侵权人承担赔偿责
任。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不足以赔偿时，应
依据上述规定由商业三者险赔偿。保险法第 64 条
的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
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
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当事人另有约定
的，按双方约定办理。

据《河北工人报》

如何赔偿交通事故损失如何赔偿交通事故损失
交强险和三者险交强险和三者险

车辆既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强制保险（简称为交强
险），又投保了商业三者险（简称
为三者险），发生交通事故后，面
对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车辆
损失、鉴定费用等各项赔偿，如何
划分项目、安排追索顺序就是一
个麻烦事。前不久，河北唐山市
两级法院审理的一起普通机动车
交通事故赔偿案，对职工群众了
解相关规定颇有益处。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