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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肖会
通讯员 范勇 刘志岭 报道

本报东阿讯 “为追查肇事者，还受害人一
个公道，东阿交警兵分多路，排查农用车辆1000
余辆，最终将肇事逃逸者绳之以法。”5月13日，
东阿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队长刘少生说。

4月24日21时5分左右，东阿县工业街与省

道710线路口，一辆五轮农用车与一辆电动自
行车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电动车驾驶人邢某遭
受撞击后，昏迷不醒，驾驶五轮农用车的车主不
但没有施救，反而逃离了事故现场。接到报警，
东阿县交警大队事故科警官吕文远迅速带领辅
警侯西华、董斌赶赴现场。在事故现场，执勤交
警看到，一辆小型两轮电动车横在马路中央，
被撞碎的零件带着斑斑血迹散落一地。伤者已
被紧急送至东阿县人民医院进行紧急救治，而
肇事者却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痕迹。

当现场勘察干警沿事发地点扩展调查时，
目击事故发生的铜城派出所巡逻民警也赶到
了。巡逻民警在执勤中发现有车辆肇事，准备
下车盘问情况时，五轮农用车迅速逃离现场。

民警一边拨打120急救电话，一边驾驶车辆进
行追逃。当车辆追赶至大杨村时，肇事车钻进
村庄后不见踪影。夜色中，民警们只能分辨出
肇事车辆是一辆拉水泥的五轮农用车，但车牌
号码却无法辨识。

根据现场分析，干警们按追击路线，调取
了肇事车辆逃逸路线途径地的监控，从监控中
排查到肇事车辆是一辆满载水泥的无牌五轮农
用车。从该车行驶轨迹和满载的水泥的情况，
他们推测此车应该是从水泥厂拉水泥从事经营
的。于是，他们又调取了水泥厂附近省道710
线滑口段的监控，对24号事发前经过的所有五
轮车进行逐个排查，经过对1000多辆车进行的
细致排查，干警终于查到了肇事车辆，而且图

像显示了肇事者的面貌特征。
侦破干警立即带着图像到该厂进行辨认。

企业负责人经仔细辨认，确认肇事者系经常来
厂里拉水泥的村民。干警们从水泥厂外销水泥
登记表里查到嫌疑人登记的名字为“广千”，因
为没有姓氏，所以不能查询嫌疑人详细地址，当
民警按着号码拨打电话时，却被告知号码欠费
停机。干警们马上给这个号码充值50元钱话费，
并从移动公司查找到了肇事者的真实姓名。

5月8日，在掌握充足的证据后，东阿警方
组织警力奔赴阳谷县，在当地派出所协助下，
在肇事者家中将其抓获。

肇事者对4·24事故供认不讳，目前肇事者
已被控制，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东阿交警：排查千余农用车抓获肇事车主

□ 本 报 记 者 肖会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马静 张娅琪

一场造成10人死亡的较大交通肇事，责任
认定后，50余名当事人明确提出法律援助申
请。聊城市法律援助中心迅速成立律师团，经
过历时10个月的努力，终于使这起较大交通肇
事案件画上句号。

案情回放

车辆爆胎，操作不当酿恶果

2016年8月5日13时27分左右，程某某驾驶
车牌号为冀DQ0701/冀D9J34挂的重型货车，
行驶在济聊馆高速公路下行线95km+300m处，
因左前轮爆胎、操作不当，致使车辆碰撞中央
隔离护栏后进入对行车道，与姜某某驾驶的自
西向东行驶的晋D37934客车相撞，致使客车翻
入南侧路基下。

事故发生后，聊城市立即组成由公安、卫
计委、应急办、安监局等部门组成的应急工作
小组，伤者被分别送至聊城市人民医院、市脑
科医院等就近5家医院，全力救治。该事故造
成5人当场死亡，4人在送医途中死亡，1人在
17天后不治身亡，另有43人不同程度受伤，实
际住院治疗30人。

责任认定后，50余名当事人向聊城市法律
援助中心明确提出了法律援助申请。聊城市法
律援助中心成立“8·05”较大交通事故法律援
助律师团，8名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

随后，各承办律师接受指派并迅速与当事
人取得联系，了解当事人诉求，告知诉讼风
险，指导当事人准备证据材料，在取得当事人
委托后代理当事人办理立案手续。东昌府区人
民法院为此开辟了绿色通道，委派专人负责
“8·05”案件的受理，并允许当事人缓交案件
受理费。各承办律师还协助有鉴定需要的当事
人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在法院主持下，与对方
当事人开展反复协商，经过长达10个月的磋

商，该案53名涉案人，除当时伤势较轻的4名
受援人没有诉讼外，49名当事人申请了法律援
助。

目前调解结案45件，判决结案2件，等待
鉴定结果中止的案件2件，共为当事人争取各
项赔偿合计1000多万元，得到受援人的一致认
可。为此受援人向法律援助中心送来了两面锦
旗表示感谢。

请求权利

案情复杂，拨云见日定方案

本案涉及人员众多，法律关系错综复杂，案
件准确定性和诉讼策略正确至关重要。为吃透
案情，律师团多次召开会议进行专项研究，并就
事故索赔事宜进行论证。本案属道路安全责任
事故。结合案情分析，全部责任应由货车司机承
担，货车司机以外的事故受伤人员及死者亲属
与货车方形成了侵权责任法律关系，客车乘员
与公路旅客运输方形成运输合同法律关系。此
外，事故中死亡的两车司机与所属单位又形成
劳动或者劳务关系，整个案件相当复杂。

根据法律规定，受害人享有两种不同“请
求权”，相应管辖法院也有多个。本案事故中
肇事货车登记地在河北邯郸，客车登记地在山

西长治，而乘客住所地却涉及山东、河北、山
西等不同省份。当事人对“请求权”和“管辖
法院”的不同选择，对其最终获赔影响巨大。
“请求权”选择会直接左右“管辖法院”确
定。如何平衡这一关系，律师团经过反复研
究，最终选择聊城和济南法院分别审理。律师
团将上述意见充分告知申请人，将最终选择权
交给当事人。而绝大多数受害人及死者亲属，
坚持要求以运输合同纠纷所在地的聊城市东昌
府区人民法院进行起诉。承办律师向当事人阐
述管辖权有关法律规定，和对方可能提出管辖
权异议诉讼的风险，并及时向事故处理工作小
组报告情况。最终，取得了对方放弃管辖权异
议的书面意见。

本案受害人住所分布全国各地，各地的经
济水平发展不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责任法》的“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
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规定，
如依据交通事故责任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
在同一起交通事故中伤亡人员适用统一的标准
计算赔偿金额，没有任何法律障碍。但《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却没有类似规定，如果提
起违约之诉，不同户籍、不同区域的受害人还
能否获得“同命同价”的赔偿，就成了本案另
一个需要重点考量的法律问题。

为解决这个难点，聊城市法律援助中心许
尚俊律师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参照《侵
权责任法》立法精神，提出：对死亡和残疾赔
偿金的计算适用“同命同价”的标准，充分体
现了人的生命健康权平等的原则。最终，该观
点得到了本案受理法院的支持。该受害人所发
生的一切医疗费用均由各收治医院垫付，还需
各收治医院向本案责任方追偿。此外，律师团
还要就多项伤残等级并存情况下赔偿系数确

定，违约之诉中精神损害抚慰金主张能否得到
支持等众多问题和事项进行检索和论证。经过
详实论证，律师团在尊重受援人个人选择的基
础上，为每个受援人制定了不同诉讼策略。最
终确保本案的谈判和审理顺利进行。

律师感悟

扶危救困，依法合规动真情

本案是一起较大交通事故，涉及人员众
多，法律关系错综复杂，相关人员人身利益损
害巨大，处理不当很可能会由一个事故转化成
一次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公共事件。

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请求权的选择、管辖法
院的确定，以及在违约之诉中能否按照统一标
准计算赔偿金额的难点分歧。对此，律师团兵分
多路，结合案情进行调查取证，制订案件援助的
办案方向和援助措施。

“本案能够得到妥善处置，首先得益于省、
市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得益于聊城市各部
门迅速响应和全力配合。一方面救援及时，救助
得力，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身伤亡；另一方面事
故发生后，事故处理工作组充分发挥了指挥协
调作用，促进了整个事件处置工作快捷高效。东
昌府区人民法院在案件的受办理过程中开辟绿
色通道，缓、减、免了受援人受理费，也为案件顺
利进入诉讼程序起了很大的帮助。律师团承办
律师胆大心细、创新实践也是案件顺利完结的
重要因素。他们承受住了大案、要案考验，在深
入而专业的论证基础上，突破难点，做实疑点，
最终保证该事件的处理能够平稳进行，直致最
终妥善结案，显示了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性。”
聊城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孟宪东说。

法院开辟绿色通道，赔偿合计1000多万元，法律援助律师团历经10个月努力———

“8·05”较大交通事故案妥善结案

2017年以来，聊城市法律援助中
心不断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提升服
务质量，在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弘扬依法治
国理念、传播社会正能量，普及法律知
识，《大众日报·聊城新闻》与聊城市
法律援助中心联合推出《聊城2017年
法律援助十大精品案例》系列报道。

□孙亚飞 王运兰 报道
本报莘县讯 5月14日，记者从莘县燕塔街道

获悉，该街道按照“党建筑基、精准施策、政策集
成、责任包干”的要求，创新机制，强化措施，突
出“组合拳”特色，助力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燕塔街道组织副科级以上干部分组带队对贫困
户进行集中走访，坚持“全面走访，不漏一户”原
则，在贫困户建档立卡信息清晰的基础上，详细了
解贫困户真实情况，填写《扶贫手册》，会诊致贫
原因。各帮包责任人根据贫困户致贫原因、脱贫需
求，制订脱贫方案，做到“一户一策，一人一
案”，帮助贫困户实现增收，真正做到精准脱贫。

按照扶贫档案资料归类要求，燕塔街道立足实
际，落实责任，积极完善各项扶贫档案资料，尤其
是《扶贫手册》填写，各管区派出两人专门负责核
查填写情况，全面及时纠偏改错，确保档案资料的
数据精准详实。

同时，燕塔街道充分发挥“亲情、乡亲”的情
感纽带和“亲缘、地缘”的社会网络作用，从关心
老弱病残贫困户的角度出发，创新开展“贫困户邻
里互助护理”工作；组建家庭医生责任团队，签约
提供医疗护理服务，构建护理人、家庭医生团队、
贫困户之间无缝对接关系，实现对因病致贫贫困户
“心贴心、面对面、零距离、全方位”的帮扶。

按照“实事求是、把握标准、全面普查、客观统
计”的原则，燕塔街道细化分工，压实责任，组织动员
各方力量，确保贫困户危房改造工作落到实处。

燕塔街道

打出扶贫“组合拳”

□孙亚飞 报道
本报茌平讯 5月14日，记者从茌平县温陈街

道获悉，为进一步做实做细扶贫工作，扎实推进精
准扶贫深入开展，茌平县温陈街道开展了为期一个
月的精准扶贫大走访活动。

温陈街道高度重视走访活动，并召开全体机关
干部会议，要求入户干部认真落实各贫困户家中的
详细情况，包括其家庭成员、收入、住房、存在的
问题等各个方面，力求将此次走访活动做实做细，
确保各项数据、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在走访过程中，温陈街道还要求各入户干部全
面宣传讲解特惠保、小额贷款等各项扶贫政策，并
根据贫困户的具体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面对
面帮助他们解疑答惑。

在此次走访中，温陈街道以村情户情全面掌
握、政策兑现清楚明白为目标，立足贫困户目前存
在的问题和实际需求，征求群众对帮扶工作的意见
建议，进一步探讨出更加精准有效的帮扶措施，为
下一步做好精准扶贫打下基础。

温陈街道

开展精准扶贫走访

□实习生 董鲁皖 赵从羽 董的超 报道
本报聊城讯 “他的理想、信念、人格和情

操，震撼了我的心灵。”5月8日，济南大学泉城
学院新闻传媒学院学生王乐乐参观孔繁森同志纪
念馆后说。大众日报社聊城分社系新闻传媒学院
实习基地。

王乐乐等25名同学到聊城的第一堂课就是参
观领导干部的楷模——— 孔繁森同志纪念馆，接受

“红色基因”教育。指导老师宋庆祥介绍：“我们要不
忘初心，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上好“红色基因”

第一课

□王兆锋 报道
5月10日，东昌府区木版

年画艺人郭斌在向小朋友展示
东昌木版年画的制作技艺。郭
斌的父亲郭春奎是东昌木版年
画省级传承人，父子为传承东
昌木版年画，每周都去中小学
讲课，让更多人了解文脉传
承。

由全球中小企业联盟、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

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及安徽省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2018世

界制造业大会和2018国际徽商大会将于5月25日至27日在

安徽省合肥市举行，主题为“创新驱动 制造引领 拥

抱世界新工业革命”。

此次大会邀请了中、德、美、英、法、日、韩、印

等世界500强企业及3000多家各国先进制造业企业的数十

位负责人出席，旨在成为推进先进制造业国际合作的平

台，为中外企业打造合作桥梁，助力中外合作！

大会将于2018年5月26日12：30—18：00在合肥滨湖国

际会展中心9号厅举办2018世界制造业大会中外企业对接

会，届时将组织200余家海外机构(企业)和近2000家中国企

业进行一对一的现场对接。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山东联络

处诚邀您拨冗莅临！

山东代表团参与会议的时间：2018年5月25日—26日

25日下午智能制造专题论坛一、二、三

地点：安徽合肥万达文华酒店

26日国际商会会长高峰论坛暨区块链应用论坛

地点：安徽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

26日12：30—18：00中外项目合作对接

地点：安徽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9号厅

全球中小企业联盟

山东联络处主任：焦主任 18669870863

电话：0532-68091688 邮箱：gasmeqd@vip. 163 .com

创新驱动 制造引领 拥抱世界新工业革命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

的第五届中国 (北京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5月2 8

日—6月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由中国国际经

济合作学会主办的中国国际经济合作“走出去”高峰

论坛和建筑服务类展区作为京交会品牌活动之一，已

经连续举办5届，5月31日论坛将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天辰东路7号 )，国内外众多组

织、嘉宾云集。今年活动邀请到俄罗斯前第一副总理

等国外前政要、部长和博鳌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商

务部原副部长陈健等国内政府部门领导和多国驻华使

节、商务参赞、中央及地方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国

内外商协会及跨国公司代表，企业精英，媒体等300余

人出席。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参加中国国际经济合作“走出

去”高峰论坛，并为您提供交流思想、获取信息、发

现机遇的平台！有意参加者请与组委会联系。

组委会联系人：焦主任 18669870863

邮箱：gasmeqd@vip. 163 .com

2018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第六届中国国际经济合作“走出去”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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