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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祸赔偿起纠纷 法院调解息争端

盐湖法院成功调解全省首例刑事自诉案件
运城晚报讯（记者 樊朋展 通
讯员 杨占虎）近日，盐湖区人民法院
成功调解一起刑事自诉案件，成为人
民法院“多元解纷”机制建设中，全省
首个调解成功的刑事自诉案例。
今年 6 月，盐湖区一位老人遭遇车
祸后不治身亡，老伴郭某悲痛万分，但
因半身不遂，行动不便，遂委托其亲属
王某代为处理事故赔偿等相关事宜。
在有关部门的调解下，王某与肇事司
机达成调解协议，以代理人身份拿到
赔偿款共计 71 万元。
得知消息后，郭某多次向王某索
要赔偿款。出乎意料的是，王某却始终
以各种理由拒绝归还。郭某愤恨交加，
认为王某将赔偿款据为己有，构成犯
罪，便起诉到盐湖法院，要求追究王某
的刑事责任，并返还老伴的死亡赔偿
金。
盐湖法院受理后，认为该案虽属
刑事案件，但符合最高院鼓励刑事自
诉案件自行和解或调解的规定。经研
究并征求当事人同意，决定由诉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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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尝试采取诉前调解方式进行解决。
该案被分至盐湖法院特邀调解员
李献有、王引弟、田应杰及史云英手上
后，4 人即刻着手调查案情，不久便找
到了双方的分歧所在：被告人王某与
死者是亲戚，死者生前的一些债务均
由王某代为偿还，丧葬事宜及相关费
用也是由王某一手操办并垫付，王某
认为这些费用理应拿赔偿金折抵。郭
某则以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身份主张权
利，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鉴于自诉人郭某年过七旬，行动
不便，4 名调解员专程前往郭某家里了
解案情，并给郭某精心准备了一份礼
物，郭某非常感动。但谈及车祸后王某
的所作所为时，郭某语气强硬，调解员
无功而返。回到法院后，调解员又马不
停蹄地约见了王某。王某也认为自己
付出太多，不但出力，还垫付了不少钱
财，声称就是把钱烧了也不能给郭某。
双方的不敬不让，使调解工作一时陷
入了困境。
随后，调解员决定调整化解思路，

刑事自诉案件是“公诉案
件”的对称。在我国，各级法
院审理案件以起诉作为审判前
提条件。如果没有当事人向法
院起诉，就没有法院的审理。

法院审理刑事案件，分公诉和
自诉两种。公诉案件，由人民
检察院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自诉案件，由被害人
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向人

一方面，做思想工作让被告人王某的
孩子参与进来，一方面调解员又两次
到郭某家中，通过与郭某女儿沟通，以
事实劝解，用亲情感化，郭某的态度有
所缓和，将标准降到 39 万元，王某也从
当初仅同意归还 25 万元提高到 33 万
元。双方之间态度的缓和，给调解工作
带来转机。
11 月 16 日，通过调解员不厌其烦
的劝导和不懈努力，双方都做出了让
步，最终以王某支付郭某 36.5 万元达
成和解协议。被告人王某当场履行了
协议，
将款项转至自诉人账户。
近年来，盐湖法院对进入法院的
矛盾纠纷进行精准分流，力争通过人
民调解、行业调解、律师调解等诉前
调解方式和速裁程序予以化解，实现
案件分流、多元调解、立案、速裁和
精审等环节无缝衔接，做到“简案调
解、类案快解、繁案精解”，大量矛
盾纠纷得以快调、快立、快审、快
结，“多元解纷”工作始终走在全省
前列。

民法院直接提起诉讼。刑事自
诉案件在法院审理过程中，适
用调解，原告在法院判决前可
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也可以
撤回起诉。

全省巡特警实弹射击比武圆满落幕

我市获得团体第二名
运城晚报讯 （记者 樊朋展 见
习记者 张萌芝） 近日，全省公安巡
特警 2020 年度实弹射击比武竞赛圆
满落幕。全省 11 个市 55 名精英选手
参加角逐，我市代表队队员在竞赛场
上沉稳应对，奋勇拼搏，夺得全省团
体第二名的优异成绩。
据了解，此次射击比武是我省公
安特警队比武最高赛事。接到省公安

厅比武通知后，市公安局党委高度重
视，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相关领
导多次到集训地听取比武训练工作进
度情况汇报，积极协调解决难题，确
保此次比武和集训的各项工作顺利进
行。
经过选拔，我市代表队由市公安
局盐湖分局刘铸魁、永济市公安局柴
蕾、万荣县公安局毛虎明、平陆县公

闻喜再添普法阵地
▶11 月 20 日，闻喜县司法局工作
人员在该县法治文化公园检查指导施
工进度。
据了解，闻喜县法治文化公园位
于该县涑水公园龙嬉东湖区，占地面
积 13 万余平方米，总投资 26 万余元，
将于本月底建设完工。该公园通过雕
塑、
造型等艺术手法，将抽象的法治理
念与群众的日常生活相融合，使法治
文化与自然生态相呼应，让群众在受
到法治教育的同时，尽享优美的生态
环境。
该公园由法治广场、
法治大道、
法
治绘画走廊组成。它的建成将成为闻
喜县法治文化宣传的主阵地，群众接
受法治文化教育的大平台。
刘中青 摄

安局刘俊平、市公安局城南分局马
丽、新绛县公安局常新霞和贾志华组
成。
经过一系列激烈比拼，运城公安
勇夺全省团体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其
中，常新霞、刘铸魁分别获得 88 式狙
击步枪组个人第二、第四名，刘俊
平、毛虎明分别获得 95 式突击步枪组
个人第三、第四名。

法治文化公园月底建成

夏县警方
破获一起贩毒案

运城晚报讯 11 月 18 日，夏县公安
局禁毒专班民警经过缜密侦查，破获一
起贩毒案，抓获贩毒嫌疑人 3 名、吸毒人
员 1 名，
查获海洛因疑似物 26.3 克。
11 月份以来，夏县公安局禁毒专班
民警获知线索，
有人在夏县裴介镇墙下村
一带贩卖毒品。经过对线索分析研判，
禁
毒专班民警多次蹲点守候，
掌握了犯罪嫌
疑人的活动轨迹，
并针对其活动轨迹制订
了抓捕方案。11 月 18 日下午，禁毒专班
民警兵分多路开展抓捕行动，
经过严密布
控、
蹲点守候、
车辆拦截等方式，
一举抓获
了贩毒嫌疑人张某、牛某、杨某及吸毒人
员白某。同时，在警犬中队的配合下，民
警在张某家中查获毒品海洛因疑似物
26.3 克。经尿检，
该 4 人均呈阳性。经过
连夜突击审讯，
张某、
牛某、
杨某对其贩卖
吸食毒品的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张某、牛某、杨某被夏县公安
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樊子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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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 近日，绛县公安局刑
警三中队民警根据掌握的线索，快速出
击 、 日 夜 奋 战 、 往 返 行 程 近 2000 公
里，在山东省寿光市将涉嫌诈骗的犯罪
嫌疑人李某抓获，破获一起诈骗案。
经了解，李某现年 33 岁，山东省
寿光市人。李某依托山东省寿光市蔬菜
集散地平台，以收购大蒜为由向绛县人
张某收购货物，之后编造各种理由拒付
货款，直至将张某联系方式拉黑。李某
对其诈骗张某两万余元货款的事实供认
不讳。
目前，李某因涉嫌诈骗被绛县公安
局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任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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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 近日，永济市公安局
蒲州派出所查处一起谎报警情案件，处
理违法嫌疑人 1 名。
11 月 19 日 23 时 30 分，蒲州派出所
接 110 指挥中心指令：一名自称杨某东
的男子，用号码为 153XXXX9375 的电
话报警称，蒲州镇某村一办婚事家里有
人打架。接警后，值班民警迅速赶赴现
场调查，发现并未有打架事件发生，但
110 指挥中心一直接到杨某东的报警电
话。值班民警立即对该村巷道认真查
找，仍未发现报警人反映的情况，怀疑杨
某东谎报警情。11 月 20 日 0 时 30 分
许，110 指挥中心称杨某东又在城北派
出所附近报警，值班民警找到杨某东时，
发现其呈醉酒状态，因其涉嫌谎报警情，
被传唤至蒲州派出所接受调查。
目前，民警依法对杨某东作出治安
罚款 500 元的处罚。
（王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