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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交警提醒：
“花式停车”也违法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李诗韵）
车身一半停路上、一半压人行道上，交

警、城管“两不管”？近日，记者从长

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了解到，针对长沙

市区出现的不少“花式停车”法，交警

和城管部门都可以对其进行处罚。

“这样竖着停车，也是交通违法行

为。”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处罚教育

科副科长肖强表示，在路边设置的停

车泊位，车辆只能按顺行方向紧靠道

路右侧停放。若违规停车，“如果该路段

有禁停标志，就要罚款 100 元、记 3 分；

没有禁停标志，则要罚款 100 元。”

据了解，长沙城管部门已在今年 3

月份启用停车管理执法系统，对占人行

道违停机动车执法使用智能终端进行

现场查处，采集的违停执法图像和信

息，将通过集成指挥系统审核后导入

交警处罚系统，与交警查处的机动车

违法信息同等对待，并向违法当事人发

送短信告知。同时，市民发现机动车违

法占用人行道行为，可通过 12319 城管

服务热线向城管执法部门投诉。

汽车保养查出新车“大修”记录

花了二十多万，换回一辆事故车—— 

吃亏！长沙一车主把试驾车当新车买回家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 之 前 为 了 抢 购 那 款 汽
车，我给 4S 店工作人员送烟
套近乎，如今却发现花 20 余
万元，买回来的是一台出过事
故的试驾车。”7 月 1 日，刘
亮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说。

在每年的车市中，总有
一些车型因性价比等原因特
别抢手。为了能提前拿到车，
很多车主“被迫”买了 4S 店
里的试驾车。这试驾车到底
能不能买，车主又怎么分辨
试驾车的好坏？带着车主的
疑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找
到了汽车专家……

“前几个月将汽车送到我家附近

的汽修中心，做第 4 次车辆保养时，

工作人员却告诉我车子曾有‘大修’

记录。”家住长沙市开福区富湾国际

小区的刘亮，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提起这事时很气愤。

2016 年 5 月 29 日，刘亮在湖南

跃腾 4S 店购买了一辆马自达 4 系顶

配红色汽车。“当时这款车销售很火，

为了能提前买车我还私下给业务员送

了两包烟。”顺利提车之后，刘亮一

直都在 4S 店做保养，直到今年 2 月

24 日，他在其他地方做汽车保养时，

才发现车子有问题。

“ 当时 汽修店的工作人 员告 诉

我，汽车发动机舱不少零件明显老

化。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汽车竟然

在 2016 年 4 月有过维修记录。”直

到工作人员查询发现，根据厂家

的记录显示，刘亮所购的汽车

生产日期为 2015 年 5 月，“他

们根据车辆磨损情况

分析，我这辆车应该

湖南瑞祥汽车修理厂技术部经理王天华表示，

所谓试驾车，就是4S店或者汽车厂家提供给购买

者试乘试驾的车辆。通常，试驾车分为4S店试驾车

和厂家试驾车两种。

王天华说：“4S店试驾车的特点是，行驶里程

数少，年份也较新。而厂家试驾车，行驶里程数会

多一些，而且这类试驾车比4S店准车主试车要狠得

多。通常会进行 0-100 KM/h 加速测试，100-0KM/h

刹车测试，绕桩、漂移，以此检验试驾车的极限性

能。所以，相比4S店试驾车，厂家试驾车的损耗更

大，车况更差。”王天华透露，“4S店在处理试驾车

时也有几种渠道。一是将试驾车进行全面的清洗美

容，将其打造得像新车一样，然后在展厅中将其当

做二手车出售。二是将试驾车通过二手车商进行售

卖。三是在内部员工中进行销售。因为员工对车都较

了解，所以，价格比二手车还要便宜。”

扫一扫，买
车注意别选
试驾车

■市民投诉

是发生过交通事故的试驾车。” 

对此，刘亮很是不满，自己花钱想

购买的是一辆新车，湖南腾跃 4S 店卖

给他的却是一辆“大修”过的试驾车。

无奈，刘亮在与 4S 店多次协商未果的情

况下，以 4S 店存在销售欺诈行为，蓄意

将一辆“旧车”售卖为由，将对方告上

法庭。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刘亮为生活消费需要而买车，受国家法

律保护。湖南腾跃 4S 店因不能证明自己

履行告知义务且得到消费者认可，其销

售行为已构成欺诈。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湖南腾跃 4S

店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开福区法院一

审判决，撤销刘亮与湖南腾跃 4S 店的汽

车销售合同，湖南腾跃 4S 店按照“退一

赔三”的规定，返还

刘 亮 购 车 款 252800

元， 并 赔 偿 其 损 失

758400 元。

■专家解析

湖南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帅介绍，汽

车厂家向4S店提 供试驾车，是

要求一年左右必 须将其进行

合法处理。

但部分不良商

家将试驾车包装成新车，以此卖给消费

者。“这样的行为已构成违法。”

张帅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55 条第 1 款规定：经营

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

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

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

接受服务费用的三倍。另外，《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规定，一旦经营者

明知商品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

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

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相关法

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两

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同时，《合同法》也规定，一方以欺诈、

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

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

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

撤销。

■律师说法

牢记六点，避免买到试驾车
1、铭牌：只要是汽车都有铭牌，在

发动机舱舱壁或者前车门门框处，看生

产日期就够了。最好是3 个月以内的车，

如果时间久了就有可能是库存车，甚至

是试驾车。

2、看刹车盘和脚踏板：车子一旦使

用过，刹车盘必然会有磨损，会变得比

原来光滑一些。而且，很多人在开试驾

车时，喜欢猛踩油门或者刹车，所以刹

车和油门踏板会磨损非常严重，从这个

细节也能分辨出车辆是不是试驾车。

3、摸排气管内壁：在提车前，可以

先用手摸一下排气管，若是手上没有粘上

黑渍或者粘上很淡的黑渍，就说明是新

车。若是轻轻触碰一下排气管就有很多

黑渍的话，那就说明这台车被长期开过，

很大可能就是试驾车。

4、检查发动机舱：旧的发动机舱有

很多灰尘，新车会经常做保养，发动机

舱是没有灰尘的。

5、轮胎：看轮胎也能看出很多问题，

新车的轮胎基本没有磨损，而且上面有

很多胎毛。如果磨损较多，也看不出胎毛，

那肯定是使用过很久的汽车。

6. 用机油尺判断：买来的汽车是不是

“新货”，只需要启动一会儿汽车，同时

将车熄火5 分钟后，再将之前的机油尺

立即抽出来，并把机油尺擦拭干净就能

验证。如果发现机油尺的颜色色泽变得

乌漆墨黑，这就能证明汽车的里程数可

能被做了手脚，而实际上的里程数已经非

常高了。

试驾车新车

我的车
居然有
维修记
录

试驾车 试驾车当新车买？将“退一赔三”！

试驾车易被车商、4S店“玩坏”

那么，试驾车是否值得购买呢？对此，王天华表示，

虽然试驾车每次行驶的里程数不大，但是在试驾过程中，

车主要想充分了解它的性能，就会进行突然加速、刹

车和上坡等一系列动作，这对车子磨损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试驾的时间越长，隐患就越大。另外，部分试驾

车在“试用”期间，会成为员工出行的交通工具，期

间难免会产生剐蹭，甚至部分员工因不良驾驶习惯，还

会对车辆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王天华提醒，如果有车主青睐试驾车，要优先

购买上过牌的试驾车，因为这类车更容易查看其维修

记录、违章记录、事故记录和保险公司的理赔记录。

另外，就是看保修期。通常，试驾车车龄在一年左右，

而国家规定的汽车保修期则是 3 年，因此，最少还

有 1 到 2年的保修可以享受。如果经销商拒绝提供，

那消费者就应该舍弃该车，因为车况很难有保障。

部分试驾车比二手车更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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