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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很多人在二手车买卖中，关注车辆性能、价格，但往往却忽略了车辆交易时的过户问题。甚至很多人认为车辆过户与
否影响不大，但却不知，不过户的背后往往藏着坑人的陷阱……

二手车过户，
你重视了吗？
买车不过户带来的麻烦
3 月 29 日，柴某驾驶大型货车辽
J*****到清河门检测站检车，却被工
作人员告知其车长度和行驶证数据
不符！
柴某蒙了！车是去年刚买的，
怎么会出现问题呢？
柴某立即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车管所去核实。车管所民警检查后
发现，柴某提供的车辆行驶证的副
页是假的。可柴某对此却不知情，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
车管所将案件移交给了细河交
警大队。细河交警大队立即对柴某
进行了询问，据柴某讲:车是 2018 年
11 月份从刘某手中买的，买车时还

有协议，双方也都签了字，身份证号
码、联系电话都有，连原车主张某的
身份证复印件都有。
细河交警大队副大队长王宗成
和民警李根对协议进行了核对，并
确认了行驶证上的车主为张某，而
非卖车人刘某。于是细河交警大队
口头传唤刘某到大队接受调查。
经询问刘某得知:该车是刘某从
张某手中购得的，当初买车时没有
过户。2018 年 5 月份，刘某看到自己
的车该检了，但是行驶证副页已经
没有打印检验合格标识的位置了，
检车时工作人员就告知她到车管所
换行驶证。但由于买车时没有过

户，原车主张某自己又找不到，情急
之下刘某看到了办假证的广告，于
是通过微信花 120 元钱买了这个假
的行驶证副页……2018 年 11 月份，
刘某把车卖给了柴某。
刘某对使用伪造行驶证的行为
供认不讳。2019 年 4 月 1 日，细河交
警大队对刘某违法行为给予罚款
5000 元、行政拘留 5 日、驾驶证记 12
分的处罚。
同时，细河交警大队通过公安
交通管理信息网络帮助柴某查询到
了张某的联系电话，提醒柴某为了
自己和他人的利益，要尽快办理过
户手续。
（佟德生）

买车不过户 损失十余万
2018 年 12 月 29 日 14 时 24 分，
新邱交警大队民警高福生带领辅警
翟立闯在新邱大街驾车巡逻时，发
现路边汽车修理部门前停放一台赣
CN 4280 号重型自卸货车，系公安
部交管局要求协查的套牌嫌疑车。
高福生和翟立闯将嫌疑车辆暂
扣到大队，并将车主黄某带回大队
进行调查。新邱交警对嫌疑车辆进
行了仔细检查，发现该车识别代码
虽然与行驶证和系统完全相符，但
是字体很不规范。而黄某交代，这
台车是自己 2017 年 1 月 7 日从江西
宜春购买的二手车，原车主是宜丰
县好运来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当时

卖车人说车是公司户不能转籍，所
以就没到当地车管所办理车辆过户
手续。这台车到黄某手后，第一次
检车和上保险都是原车主代办的，
自己从来没有怀疑过该车真伪。
民警将车辆识别代码和行驶证
拍了照片，
通过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
管所向江西宜春车管所发函，
要求协
查这台嫌疑车。不久，
江西宜春车管
所发函证明：
该车行驶证编号与系统
不一致，
车辆识别代码字体与档案不
一致。至此可以证实这台悬挂赣
CN4280 号牌照的重型自卸货车是套
牌车辆，
使用的行驶证是伪造的。
当黄某得知自己花 15 万买来一

台套牌车时后悔不已：如果自己当
初坚持到当地车管所给车办理过户
手续，就不会买来一台套牌车！黄
某虽然是受害者，但是法律是无情
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和《辽宁省道路交通安全违
法行为罚款执行标准规定》有关规
定，黄某被新邱交警大队处以罚款
10000 元、并处行政拘留 15 日、吊销
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同时，
因为黄某无法提供车辆合法手续，
车辆被扣留。
黄某的损失太大了。好在黄某
找到了卖车人，得到了 12 万的赔偿
款，
减少了自己的损失。 （白洪伟）

安全教育日 交警进校园送
“安全”
日前，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各县区
交警大队的民警，深入辖区中小学校
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太平大队民警在和平小学，向学
生们讲解了交通指示灯、交通标识标
线的不同含义，演示了交通指挥手势，
并指导他们如何正确通过十字路口，
怎样安全穿过马路。在阜新市第四中
学，针对中学生骑自行车上学多的特
点，通过现场体验的方式，有针对性的

开展了安全骑行教育。
彰武县大队在丰田九年制学校开展
了以
“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文明出行”
为
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民警们通过讲
座、展板展示、宣传单发放、视频宣传片
播放等形式，
为600多名师生全面讲解了
安全过马路、安全乘车、骑车、行走等常
识，引导学生们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
行，
自觉抵制危险、
不文明交通行为。
新邱大队民警在当天到阜新市第十

三中学九年一贯制学校，
为小学生和初
中生送去警示交通安全的宣传品，
并号
召全校师生自觉抵制非法校车、非营运
车辆、
无牌证车辆及其它违法车辆，
不搭
乘陌生人的顺路车，
保障自身交通安全。
开发区大队的民警走进市育才小
学，为学生们送去 200 多本交通安全
小手册，并为他们讲解了如何安全过
马路、交叉路口等，受到学生们的热烈
欢迎。
（商娜）

清明时节交警部门强化交通安保
又是一年清明节，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提前启动交通安保工作，召开专
题工作会议进行动员和部署。各县区
大队在 3 月 20 日就开始对市公墓、海
州公墓、沙海公墓、塔山公墓、孙家湾
南山公墓、前营子公墓、四合公墓等人
流较为集中的祭扫点进行全面排查，
根据祭扫场所的道路通行状况及周边
情况，采取增设提示、警示标志或加派
警力定点驻守等临时性措施，加大隐
患路段的治理力度，切实保障全市人
民清明祭扫时的交通安全。细河大队
辖区有四个公墓，清明期间交通压力

巨大。大队长佟德生在进行隐患排查
的基础上，还征求了四个公墓管理人
员意见，在市公墓增设 6 块出入口提示
标志、3 块禁止使入标志；在海州公墓
增设 2 块出入口提示标志；在福地山庄
公墓增设 4 块出入口提示标志、2 块禁
止停车标志、隔离护栏 50 米。同时，对
人民大街六九路路口信号灯的通行时
间进行调整。增设交通安全设施使机
动车驾驶人能够按照交通标志的指引
顺利进出公墓，避免发生交通拥堵，有
利地缓解了交通压力。
清明假期期间，我市交警全员在

岗。各大队科学调整警力部署，
合理安
排勤务，
各单位
“一把手”
全部深入一线
参与指挥疏导，
切实加大公墓周边道路
巡逻检查力度，
同时加强通往海棠山、
塔
子沟等景区、
墓区重点道路的巡逻检查，
加强指挥疏导，
严管通行秩序。高速大
队联系清障车辆在重点收费站口进行驻
守，
在易发事故路段、
易拥堵路段进行远
程控制、中端分流、近端疏导，
确保返乡
祭祖的车辆在高速公路的通行安全。高
速三大队还开放了警营卫生间，
方便长
途行车的司乘人员，
并为他们提供饮用
水，
使人们感受到温暖。
（商娜）

买二手车不过户 车还不是你的
车辆过户究竟有多重要？
最直接理解就是：从买车方来讲，车不过户，你花了钱
但车却不是你的。从卖车方来讲，买主驾车一旦发生交通
肇事逃逸，
那么你很有可能被追责，甚至是主要责任。
其实，二手车过户的重要性大多数人都明白，但还是
有人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只要签了合同就不会有事。殊不
知只签合同不过户依然存在很大的风险。
首先，对于卖方而言：虽然将车卖出了，但车辆的所有
权还在自己手里，车辆年审、保险办理以及其他的车辆处
理流程，自己都需要去参与，浪费自己的时间。而且，若买
主使用该车发生了交通违法、罚款、甚至交通肇事，买主不
认账或者逃逸，卖主要承担责任，甚至是主要责任。
对于买方而言：不办理车辆过户，一是错过了通过
过户流程到车管所检验该二手车来源合法性、车辆状态
合法性的机会，若该车是套牌车、无牌车、抵押车、盗抢
车、违章车，买方损失就巨大了，这样的车是无法办理车
辆过户手续的，而且也是不允许正常上路的。本版中
《买车不过户 损失十余万》一文提到的就是套牌车。二
是车辆年度审验、保险的出险处理，都需要原车主协助。
若原车主不能协助时，那么买方对于该车年审就不能按时
办理，
车险也只能按投保合同的规定，
赔付给卖方（车辆所
有权拥有者）。三是当入手的二手车要出售、
租赁、
质押、
财
产继承或转让时，因该车在法律上非自己所有而无法办
理。四是如果卖车人反悔，可以收回汽车。有关部门追缴
卖主财产时，
该车仍属于追缴范围，
买主不得不上缴。
由此可见，办理过户是保障买卖双方切身利益的最有
效的途径，
同时也是二手车交易必须遵循的流程。
其实，买车过户一点儿也不麻烦。买卖双方达成交易
意愿，在二手车交易市场开具发票后，买方拿着发票、本人
身份证、行驶证、车辆登记证书，将车开到二手车市场查验
区查验无误后，就可以到市场的大厅办理过户手续。这是
指小型车辆的卖卖，大型车辆还要到交警支队车管所进行
核档。无论大车还是小型车，均能在当天过户。千万不要
听非法中介或者卖车方忽悠，
所谓过后再办理过户，
或者直
接代办不用你参与之类的，
只要有人想方设法阻止你过户，
那么这台车很可能是有问题的，
购买要谨慎了！ （商娜）

彰武交警开展“春暖彰武”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日前，彰武县交警大队组织宣教民警，开展以“送平
安”
为主题的
“春暖彰武”学雷锋志愿服务宣传活动。
传扬雷锋精神，以实际行动服务群众、服务社会、传
播志愿服务的正能量。当日 9 时许，彰武县交警大队民
警来到客流集中的彰武县客运站候车大厅、人流汇集的
天歌广场开展学雷锋志愿活动，向群众宣传交通安全知
识，发放宣传单 500 余份、宣传手册 200 余份、行车指南 50
份，
提升人民群众交通文明意识。
（陈聪聪 王美妮）

把走失人员送回家
日前，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三大队值班室接到高
速 公 路 运 营 公 司 巡 查 人 员 报 警 电 话 ：长 深 高 速 公 路
299km 处发现一位精神异常的老年妇女，来回穿行，非
常危险！
副大队长李俊伟得知情况后，
请巡查人员控制住该人，
将她带到高速三大队来。等到那位妇女被送到大队后，
李俊
伟发现该人精神确实异常，
无法说清居住地和家人情况。于
是，
李俊伟带领辅警聂志强与运营公司巡查人员，
一同将该
妇女送到彰武县救助站，
希望能找到她的家人。巧的是，
该
名妇女因精神问题多次走失，
在彰武县救助站已经有了登
记。于是，
救助站人员联系到她的家人，
通过彰武县安康医
院救护车将其安全送到兴隆堡乡的家中。
（李俊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