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公司 逾期未交款所以拖车

5月 9日 8时许袁国际旅游岛
商报记者来到渡海路袁 在现场看
到袁 渡海路 1号至 1-49号之间袁
约 400米人行砖道上的确出现许
多凸起的螺丝钉袁 螺丝钉所在的
位置是一个小型广场袁 有不少商
铺遥 这些凸起的螺丝钉几乎都是
每四颗一组袁 被牢牢地固定在地
面上袁每隔 0.5米到 1米之间便有
一处袁凸起的螺丝钉一共大约 268
颗袁其中袁凸起地面最高的螺丝钉
约有 4厘米遥

野这些螺丝钉太危险了袁螺丝
钉之前用来固定路边护栏的袁但
是几天前袁护栏被拆了袁却留下螺

丝钉遥 冶赵先生说袁遗留下来的螺
丝钉就没人管袁 附近不仅有商业
区袁还有住宅袁车多人多袁还有不
少老人和孩子袁 这些螺丝钉太危
险了袁必须要赶快清除遥

随后袁 商报记者通过海口市
政府热线将此事反映给了龙华区
滨海街道办遥

据龙华区滨海街道办介绍袁
因宝岛花园物业违规设置停车场
围栏袁该办责令拆除袁物业拆除后
遗留下的钉子遥

5月 11日上午袁 商报记者回
访看到袁 遗留下的钉子已全部被
打弯遥

据了解袁5月 2日 16时许袁
海口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美安
派出所接到海南恒盛通物流有
限公司报案袁称野有人在盗窃电
缆线冶遥 接报后袁该所巡控民警
快速反应袁 立即赶赴现场并当
场抓获犯罪嫌疑人黄某遥

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袁开
发区分局抽调刑警大队尧 美安
所的精干力量袁成立专案小组袁
迅速展开突击审讯和调查访
问尧比对分析遥 通过查看案发现

场的监控视频袁 民警很快锁定
了具有重大作案嫌疑的符某等
人袁 并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体
貌特征尧作案手法和出入轨迹袁
也据此制定出周密的抓捕方
案遥 随后袁民警分别在海榆中线
一废旧民房和海口市秀英区书
场村将犯罪嫌疑人符某尧 蓝某
及韦某抓获袁 审讯破获美安华
府电缆被盗案等 8起案件遥

目前袁 该案件正在进一步
调查中遥

入室盗窃遇主人
躲在床底 4小时
海口一男子野二进宫冶

危险！护栏拆后留下螺丝钉
海口龙华区滨海街道院物业违规设置围栏袁钉子已全部打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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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
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符
雄助 柯育超冤 近日袁
海口数名网约车司机
打进国际旅游岛商报
热线反映袁称受疫情影
响袁网约车市场受到冲
击袁 生活无来源收入袁
故因未能及时偿还车
贷袁车子被强制解锁拖
走袁而公司方面却要求
每位车主支付 7000元
拖车费袁同时一次性偿
还贷款车息和购车尾
款才肯放车遥 野我们东
拼西揍够购车尾款和
贷款利息支付了袁但是
金融公司提出支付
7000拖车费袁 我们要
求提供发票袁他们迟迟
不给冶遥 车主表示可以
付清尾款袁但拖车费太
昂贵袁很不合理遥

车主们反映对象是位于海口
市南海大道和金牛路交汇处的海
南美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渊备
注院目前已并入野小电驴网约车车
主俱乐部冶冤袁 车主陈先生是一名
网约车司机袁2018年袁 他与海南
美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租
期协议袁 分期购进一辆价值 16.7
万的东风日产轿车袁 首付 4.6万
元袁每个月还车贷 3368元袁需要
还贷 3年遥
在疫情暴发前袁 陈先生的这

辆车是他谋生的唯一工具袁 每个
月跑车的钱财流水在 1.1万元左
右袁足以支付车贷尧车辆保养和供

养妻儿遥 野春节前后是客流最大尧
生意最好的时候袁 但是却突发了
疫情袁跑不了网约车袁二月份和三
月份几乎出不了门遥冶陈先生告诉
记者袁四月份后袁随着复工复产袁
人流量也逐渐增加袁尤其是野五
一冶假期袁乘车出行的人激增袁是
开网约车的好时机遥 野由于我们
在疫情期间没有收入袁造成未能
按时偿还车贷袁 车子在 4 月 23
日晚被金融公司的工作人员解
锁并拖走袁被拖走的车辆一共 6
辆袁 都是未能及时偿还车贷袁大
家基本都拖欠一到三月的车贷遥冶
陈先生说遥

陈先生等六名车主联系上
了海南美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袁希望该公司作为野中间桥梁冶
与金融公司沟通协调遥而金融公
司方面则表示袁由于车主逾期拖
欠车贷袁不愿承担车主的信誉风
险袁遂要求车主一次性支付车辆
尾款袁 并偿还拖欠的车贷利息袁
另外再支付 7000 元拖车费袁便
同意将车子交付给车主遥
在美丽源公司与金融公司进

一步沟通后袁金融公司降低了野标
准冶袁 提出只要车主支付 3000元
拖车费袁 并支付尾款和拖欠的车
贷利息袁即可取车遥

针对陈先生等人的遭遇袁 记者来到了
海南美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了解情况遥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李先生表示袁 陈先生的
车辆之所以被拖走袁 是因为逾期未向金融
公司交租金遥野陈先生等人耶以租代购爷的网
约车辆袁都是按揭购买袁车辆都抵押至金融
公司遥 网约车司机按月交租金给我们公司
后袁公司再转交给金融公司以支付月供遥因
为网约车司机逾期交租金袁 所以导致了车
辆被金融公司解锁后拖走遥 冶李先生说遥
此外袁据李先生表示袁此前陈先生等人

需要缴纳 7000元拖车费袁但经过协商后袁
目前只需缴纳 3000元遥 野现在他们交的
3000元中袁我们公司还垫付了 1000元袁也
就是车主只交 2000就行遥 冶

野同城拖车袁费用如此之高钥你们是根
据了什么条款来定义拖车费的钥 冶记者询
问道遥
李先生回答院野这个拖车费我们也不知

道袁是金融公司收取的遥其实我们就等于是
一个中间商袁车主所交来的费用袁我们只是
转过去给金融公司遥 冶李先生说遥

据了解袁拖车费由市场定价袁属于拖
车服务部门或单位自行决定袁各个城市
的收费标准都不相同遥 通常拖车费由基
本公里数拖车费和超基本公里数后的
拖车费组成遥 另外袁也有吊车费袁卸车
费袁 等候费等其他费用遥 野就算费用相
加袁车子从海口美兰区或龙华区拖到了
海口灵山镇那边袁 同城拖车也不能收
7000 元这么多呀钥 这个标准从何而出钥
金融公司能否提供发票钥 冶多名车主提
出质疑遥

随后袁记者按照李先生的指引袁来到
了当时出售给车主车辆的东风南方海口

海龙专营店袁据工作人员表示袁当时海南
美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从店里购买的
车辆袁相关的按揭手续是直接对接了广东
的东风日产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袁具体情况
要询问那边的公司遥

之后袁记者又联系了东风日产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袁据该负责人表
示袁公司共拖移了六辆车袁目前车主也已
经付清了相关的费用遥 野因为车主有逾期
的行为袁我们无法保证未来是否还会出现
此种情况袁所以为保障公司的利益袁按照
规定袁将几位逾期的车主车辆拖移袁并需
要车主一次性缴清尾款遥 冶

而对于该事件存在的野三角关系冶袁记
者随后咨询了海南京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赵亮袁其认为袁金融公司拖车行为有问题袁
通常客户购车后袁 车辆所有权是客户的
了袁没经过客户同意袁拖车有违规嫌疑遥 车
主逾期还贷是债务纠纷袁车辆登记人是买
车人袁其是车主袁其他人未经同意不得擅
自扣押车辆遥
赵亮称袁 抵押权没有占有的权利袁贷

款公司不享有请求债务人向其交付抵

押的汽车的请求权遥 贷款公司行使抵押
权袁唯有与债务人协商一致或者依法向法
院提起诉讼遥 民法的角度看袁贷款公司违
背债务人意愿当面或私下强行取走抵
押的汽车袁 属于擅自私力强行侵夺占有
的行为遥

目前袁记者了解到袁陈先生等人已经
与海南美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尧金融公
司协商达成一致袁网约车司机一次性付清
车辆余款袁拖车费用为 2000元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魏铭纬 通讯员 刘静 吴进华冤海
口一位 80后男子曾因盗窃罪袁被美兰
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遥 出狱
后过了几年安分日子袁 又因囊中羞涩
干回野老本行冶袁在行窃时因害怕被人
发现袁竟在床底躲了 4个小时遥 近日袁
美兰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涉嫌盗窃罪
的林某某提起公诉遥

据悉袁2019 年 4 月 9 日下午袁林
某某独自一人来到青年路某小区内伺
机入户盗窃遥 走到 7楼袁 林某某锁定
野作案目标冶袁 使用随身携带的白色塑
料卡带划开被害人陈某某家的门锁袁
进入被害人家中准备实施盗窃遥 当天
17时许袁林某某听到门外楼道里时不
时传来有人走路的声音袁 因害怕被人
发现袁林某某躲到次卧的床底下袁直到
傍晚时分袁 被害人陈某某及其家属陆
续回到家中遥
当天 21时 50分许袁 林某某以为

陈某某一家人都关灯睡觉了袁 便准备
从床底钻出遥此时袁被害人陈某某听到
次卧房间内有异响袁前去查看袁发现了
一直藏匿在床底的林某某遥 林某某起
身向外逃跑袁 最终在陈某某家楼下被
群众抓获遥
经美兰区检察院提起公诉袁 美兰

区法院审理后认为袁 林某某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袁入室盗窃他人财物袁因其意
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袁属未遂袁其行为
已构成盗窃罪遥林某某系累犯袁应当从
重处罚曰因其到案后自愿认罪认罚袁应
当从轻处罚袁 遂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七
个月袁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元遥

组团盗窃电缆
4名嫌犯落网

海
口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徐明锋 摄影
报道冤 野护栏被拆袁
不知为留下螺丝钉
没人管遥 冶5月 9日
上午袁 海口市民赵
先生拨打国际旅游
岛商报新闻热线
称袁 在海口市龙华
区渡海路 1 号至
1-49号之间袁地面
上有数百颗护栏拆
卸后遗留的螺丝
钉袁非常危险袁存在
安全隐患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柯育超冤 近日袁海
口市公安局开发区分
局美安派出所紧密结
合 野路长制冶 工作和
野五一冶 安保工作袁缜
密侦查尧深挖线索尧连
续奋战袁 成功打掉一
个以盗窃电缆为主的
犯罪团伙袁 抓获盗窃
犯罪嫌疑人 4 名袁侦
破盗窃案件 8起遥

车主 逾期未交租车款，竟出现“天价”拖车费

汽车公司 拖车费是金融公司收取

律师 未经同意不得擅自扣押车辆

海口多名网约车司机逾期未还款袁车辆被强制解锁拖走

拿车，结清尾款交拖车费7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