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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万新车在4S店首保被撞坏
双方就如何赔偿发生争执

□记者 李培乐
实习生 江雪逸

生活日报8月5日讯 近日，
济南的王女士6月份在朋友的推
荐下购买了一辆商务车，没承想
第一次去4S店保养，维修师傅开
着车给撞坏了。王女士对记者说：

“这太不专业了，怎么处理啊？”

首保就被店内师傅撞坏

6月29日，王女士与父亲一
起在经十路一家汽贸公司购买
了一辆别克GL8商务轿车，她
说：“裸车价399000元，刚提车回
来时候，开着挺好的。”

7月30日10点多，王女士去
4S店给爱车做首次保养，没承想
首次保养竟然出现了意外。当时
王女士到了店内，就把钥匙交给
了工作人员。王女士说：“我们当
时在休息室，我老公听见外面有
动静，出去一看直接傻眼了，工
作人员说是车被撞了，但他们也
没通知我们。”

王女士对记者说：“4S店一位
负责人说，车左后方不小心碰了
下，会尽快维修好，我们听后肯定
不愿意。”

事情发生后，王女士一家

找到4S店讨说法，但4S店说要
研究以后再给予回复。“开始说
是给维修，完事再给保养。这个
肯定是说不过啊，再者，我们的
车跟旅游公司合作，一天出车
就2000多元，耽误的时间算谁
的？”王女士一家要求退车换个
新车。

据了解，另外一辆被撞车
的车主是李先生，他也是来做
保养的，车刚买了一个月，当时
花了30万元，李先生称：“我现
在 就 要 索 赔 ，不 行 就 给 我 换
车”。

如何处理没有达成协议

王女士说：“他们以为这样
就行了吗？就像病人看病，病没
给看好，还给捅了一刀，然后就
没事了。”李先生说：“双方之前
协商过多次，但今天4S店给出
的方案全盘推翻了之前的承
诺。”两人告诉记者：“开始说给
我们修车，还送保养什么的，现
在说只给修车，谁能愿意？我们
现在不想修车了，直接要求换
车”。

4S店姚经理说：“以前是我
以个人的名义，但是汇报给公司
后，那边没回应，只是说给修
车。”姚经理还给我们出示了一
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上面表
明，当事人张先生将会负全部责
任。姚经理补充说：“是我们维修
工人开的车，我们不是不承认，
但我们这边只能给予修车”。

双方对此一直争执不断，王
女士和李先生坚持要求按照定
损来赔偿。对此，姚经理说：“如
果你们不同意，那只能走法律程
序。”

《济南公交车网红司机来了！
不仅颜值“很能打”，还因救人上
过报》(8月4日生活日报官方微博)

网友@隋希大王：有的人嘴
巴太毒，逼得人家小伙子把抖音
都删掉了。

网友@王岩wy617：这才是最真
实的公交师傅，请继续发挥正能量。

网友@你问花开几许：人确
实很好很热情，坐过他的公交。

《紧急提醒！济青北线大货车
自燃，事故压车超10公里！多个方
向临时入口关闭！》(8月4日生活
日报官方微信)

网友@东郭先生：天灾不可
避免，人祸可以掌控。司机师傅
们，长点心吧。

《省道103北段施工挖断煤气
管道引发爆燃！消防及时处置无
人员伤亡》(8月5日济南头条)

网友@憨
憨梦：没伤亡
就好。

网友@学
而时习：施工
前不应当先弄
清楚地下管线
吗？ 记者
袁野 整理

上济南头条
有话接着聊

流浪男子漂泊两年多 终与家人团聚
□记者 郭学军
通讯员 吴俊旭 杨勇 吕奕

生活日报8月5日讯 近
日，济南市救助管理站接市民
联络员热线，发现有一中年流
浪男子躺在北园高架桥下，身
体虚弱，疑似中暑。

救助站工作人员接到信息
后迅速安排巡回救助车辆第一
时间前往现场寻找这位流浪男
子。经过仔细查找，终于找到这
名男子，救助巡回车迅速展开
救助。由于天气炎热，该男子身
体虚弱，济南市救助管理站相
关负责人现场给这名男子送上
降温饮用水和食品等。

工作人员发现该男子交
流沟通困难，疑似精神障碍。

经过耐心询问和对线索的分
析，终于得知这名男子叫刘金
玉，57岁，寿光市田柳镇东马
村人。工作人员联系上了田柳
镇派出所和东马村的支书，他
说村中确有此人，因为车祸致
脑神经损伤，经常迷路。这次，
他一走就是2年多，家中有妻
子和三个儿子，全家人一直在
苦苦找寻。

正巧刘金玉的侄子在济
南工作，得知消息后马上赶到
救助站，看到老人热泪盈眶，
连声说：“谢谢！谢谢！”并一直
陪伴着刘金玉直至其家属从
寿光赶来。当天下午，刘金玉
老人的家人从寿光赶往济南
将本人接回团聚，一家团圆的
场面在救助站呈现。

女子洗澡发现有偷拍设备

竟是合租男子所为

□记者 范洪雷

生活日报8月5日讯 据
了解，近日，历城区人民检察
院依法向济南市南部山区管
委会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出检
察建议，成功督促办理了济南
市首例撤销监护人资格案件。

据介绍，2017年夏天，15
岁的女孩小艺(化名)正在家
里午休，常年酗酒的父亲王某
某醉酒回家后，意图对小艺实
施性侵，幸亏小艺的母亲及时
阻止，悲剧才没有发生。案发
后，小艺的母亲报警，公安机
关及时出警，以王某某涉嫌强
奸罪报请逮捕。历城区检察院
未检办在依法审查后,以王某
某涉嫌强奸罪依法批准逮捕，
并向法院提起公诉，最终法院

以强奸罪(未遂)判处被告人
王某某有期徒刑四年。

在办理该案件过程中，
检察院把对其帮扶救助作为
案件审理的延伸，对被害人
多次实施心理疏导，帮助其
走出阴影。结合该案的具体
情况，办案检察官认为，有必
要撤销小艺父亲王某某的监
护权。

今年6月，南部山区管委
会社会事务管理局采纳了检
察机关的检察建议，向历城区
人民法院递交了撤销王某某
监护人资格的申请。近日，南
部山区管委会社会事务管理
局申请撤销王某某监护人资
格一案一审终审，历城区人民
法院依法撤销王某某的监护
人资格。

父亲酒后欲侵女儿
法院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伴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深
入推进,不少军人在退役转业时
选择了自主择业和创业。军人及
退役军人群体性质特殊,他们往
往信用良好,但由于缺少抵质押
物而面临融资难题。为弘扬国家
拥军优良传统，推动军民融合深
度发展，全面履行社会责任，满
足现役军人家属、退役军人创业
及消费资金需求，济南农商银行
探索创新拥军优属工作的新理
念、新途径、新举措，推出“拥军
贷”信贷产品,为退役军人、军属
排忧解难。

家住济南的张先生于1988
年应征入伍，1996年被授予“三
级士官”，2005年退伍后便回到
家乡做起了纸箱包装生产生
意。随着前期投资项目的增加，
企业的流动资金开始捉襟见
肘，在了解到济南农商银行“拥

军贷”产品后，他便以退伍军人
的身份递交了申请，当天，该行
的工作人员就对其进行了实地
考察。没几天，50万元的贷款资
金就发放到他手中，解决了其
经营上的燃眉之急。“济南农商
银行‘拥军贷’不仅放款快，而
且利息低，压力和负担也小，让
我对企业今后的发展更有信心
了。”张先生高兴地说。

济南农商银行客户经理介
绍,拥军贷凭军官证、士官证、退
役证等身份证明即可申请，办贷
过程坚持高效、灵活、限时办结
原则，授信期限最长可达5年,通
过拥军“绿色通道”可以做到调
查、审查、审议、审批环节无缝衔
接 ,最快实现当日申请当日放
贷。不仅如此，“拥军贷”实行利
率优惠,相比同类贷款拥有更大
的优惠幅度。

济南农商银行“拥军贷”
献给最可爱的人

□记者 李震

生活日报8月5日讯 8月2日
晚，市民李女士在租住房屋的卫
生间洗澡时，突然发现厕所窗台
上有一个摄像头正在拍摄。李女
士情急之下报了警。警方经过调
查，发现系合租舍友赵某所为。最
终，赵某被警方行政拘留10日并
罚款200元。

8月2日晚11时许，市中区公
安分局七贤派出所接到受害人李
女士报警称，自己在卫生间洗澡
时发现一摄像头正在拍摄其洗
澡。民警立即出警，经现场调查发
现合租这套房子的男子赵某有作
案嫌疑，遂将赵某传唤至七贤派
出所接受调查。经查民警发现，赵
某与受害人李女士合租在该出租
屋内，心生邪念。

记者从警方获悉，嫌疑人赵
某，男，25岁，本市人，无违法犯罪
前科。据赵某交待，8月2日22时左
右，他正在卫生间洗衣服，李女士
进入卫生间想要刷牙，见赵某在
就出去了。赵某念及天气炎热李
女士肯定要洗澡，遂生出歹念，就
把自己购买的密拍设备放在厕所
内窗台上，还假装好意叫李女士
洗澡，不想被李女士发现。

经审讯，赵某对偷拍李女士
隐私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现七
贤派出所依法对赵某做出行政拘
留10日并处罚款200元的处罚。

王女士家的新车在4S店被撞坏。 记者 李培乐 摄

迷途人获救助后家人给救助站送来锦旗。 记者 郭学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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