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浉河区法院
召开第一季度审判绩效考评会

本报讯 4月15日，信阳市浉河区法院召
开第一季度审判绩效考评通报工作会议。会
议就全院绩效考评工作需要注意的其他问题
作了详细介绍并提出具体要求，传达了省高
院、市中院就深入开展基层法院绩效考评的
部署和工作要求，科学安排，力争在年终全市
绩效考评中取得优异成绩。 （向自生）

推行阳光检务 让群众说了算

本报讯 为深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全面推行阳光检务。近日，上蔡县
检察院制定出台了《民事行政诉讼申请监督
案件公开听证规定（试行）》，让群众通过听
证，了解民事行政诉讼申请监督的案件，符不
符合监督条件，由群众评判。1.细化听证规
则，建立规范化执法模式。把公开听证制度
作为提高民行检察工作社会知名度、推进工
作规范化的有效抓手。一是明确听证范围与
对象，二是严格公开听证流程，三是必须遵守
四项原则。2.运用“底线思维”，全力维护当
事人合法权益。民行部门举行公开听证的引

起程序要严守“三条底线”，以保障当事人合法
权益不受损害。一是当事人不同意的不听证，
二是涉及当事人隐私、秘密的不听证，三是当
事人因特殊情况未到场的不听证。3.构建为
民机制，提升检察工作群众满意度。公开听证
要取得群众的支持与认可，机制建设十分必
要，要做到以制度保落实、保效果。一是建立
民主评议机制，二是建立检民互动机制，三是
建立和解息诉机制。 （郭鸿宇 许鸿飞）

做好四字文章
打造司法新形象

本报讯 今年以来，商城县法院组织干警
主动深入基层倾听群众的呼声，转变司法作
风，提升干警的司法能力和服务水平，从人民
法院与群众联系最紧密的地方做起，围绕

“近、便、快、好”四字做好做实服务文章，真正
把人民法院打造成为民便民服务和构建和谐
社会的前沿阵地。 （蔡瑞明）

嵩县检察院
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会

本报讯 日前，嵩县检察院召开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该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杨建刚从三个方面，对活动进行全面部
署。一是深化认识，统一思想。要求全院干警
认真学习领会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三个必然要
求”的深刻内涵，奋力开创全县检察事业科学

发展的新局面。二是把握要求，联系实际。抓
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个核心，围绕为
民、务实、清廉三项内容，着力在联系工作实
际、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上下功夫。
三是加强领导，狠抓落实，切实增强全院开展
教育实践活动的实效性。（王春燕 亢培杰）

调整思路借力社会法庭
成功调处一起刑事附带民事案

本报讯 近年来，舞钢市法院在审理刑事
附带民事案件中不断调整调解思路，借助社
会法庭力量，成功调处 20余起刑事附带民事
案件。2013年，被告人曹某某因宅基地问题
和其堂弟曹某发生厮打，用铁锹将被害人曹
某打致重伤。该院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在
调解中被告人与被害人提出的赔偿数额有较
大差距，为避免影响邻里和谐，审判法官走进
当事人家中，并借助杨庄乡社会法庭的配合，
从多方面耐心细致地与当事人进行交流，最
终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韩飞）

提升执行效果 树立公信形象

本报讯 近日，睢县法院举行“提升执行
效果、展现执行风采”业务培训，增强执行干
警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自觉性和主动
性。最近，随着对领导督办、涉诉信访、代表
关注等一系列案件的执结，“一性两化”意识得
到加强，能动执行理念得到提升。（司连杰）

新县法院
让当事人把话说完

本报讯“让当事人把话说完”是新县法
院深入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
项重要举措，通过活动，该院实现了“三个转
变”。一是转变了思想观念，增强了为民服务
的自觉性。二是转变了办事思维，树立换位
置想问题办事情的思想。三是转变了“衙门”
作风。 （胡冬明 胡扬）

“五字诀”实现司法为民

本报讯 今年以来，南阳市卧龙区法院为
全面构建便民诉讼网络，立足本职，创新便民
司法措施，以便民、利民为出发点，注重念好
司法便民“快、调、接、纳、助”五字诀，为人民
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真正实现了
司法为民。 （常照军）

强化队伍素质
提高服务水平

本报讯 鲁山县检察院为提高计财人员
服务水平，注重在工作中锤炼干警素质，做到
一人多用、一兵多能，努力造就复合型检务保
障人才。近日，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计财部门积极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教育
学习内容，将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

（赵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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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业主作为物业的所有权人，有权对自
己所有的物业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
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的行使不得侵犯
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我国《民法通则》
规定，房屋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
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
神，正确处理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
邻关系。给相邻一方造成妨碍或财产损
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
失。我国《物权法》第七十七条规定：“业
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
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宅改
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
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
同意。”本案中，张某想要改变住宅的用
途，必须经其左邻右舍同意，并不得违反
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的规定。张某改
变了自家住宅的性质，也影响了他的邻居
的休息，依法应当关闭该棋牌室。

维权，请不要忽视这些死角

时下，由于人们的法律意识
不断增强，大家会通过各种渠道
了解自己应享有的各种权利，对
权利的主张要求日益强烈，主张
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在日常生
活中，一旦发生纠纷，越来越多的
人懂得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而依法成功维权的事例也越
来越多。但仍有些人在遇到一些
纠纷时由于法律知识不够，
不知道自己的权益已被
侵害，忽视了维权死角，
从而导致不能及时
有效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保修卡丢失
仍享有免费维修权

去年 1 月份周先生在一家家电门
市购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使用不到
一年，电脑主板就出现了质量问题，无
法正常使用。由于周先生不慎将保修
卡丢失，其就持购机发票找到销售商
要求免费维修。不料商家却说，周先
生虽然持有购机发票，但因为周先生
不能提供保修卡，他们将不予免费维
修，并说这是行规。

无奈，周先生只好向消费者协会投
诉。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电脑经销
商免费为周先生的电脑进行了维修。

根据相关规定，电脑主机的三包期
限为两年。国家质检总局、信息产业部
共同颁布的《微型计算机商品修理更换
退货责任规定》第九条规定：“在三包期
内，消费者凭发票和三包凭证修理、退
货、换货。如果消费者丢失发票和三包
凭证，但能够证明该微型计算机商品在
三包有效期内，销售者、修理者、生产者
应当按照规定负责修理、更换。”本案
中，周先生购机后按产品使用说明的要
求进行使用、维护和保管，电脑主板出
现质量问题并非其不当使用造成，虽然
他丢失了保修卡，但仍持有发票，电脑
仍在三包有效期内，根据上述规定，商
家应当进行免费维修。

案例二

说法

免票乘车受伤
也可以要求赔偿

李大爷是一退休老人，去年年底其持
老年证乘坐客运公司的公交大客车时，与
一辆小轿车发生交通事故，李大爷因此受
伤。经交管部门认定，公交大客车无责
任，小轿车驾驶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为
治疗李大爷花去医疗费 9000余元。出院
后李大爷找客运公司要求赔偿，客运公司
却说自己无责任不同意赔偿，让他找小轿
车的驾驶人赔偿损失。李大爷向法院起
诉，要求客运公司赔偿损失 9000 元。法
院经审理，依法判决客运公司赔偿李大爷
医疗费等损失9000元。

日常生活中，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
受伤的情况时有发生，受伤者除了依据我
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要求交通事故的
责任方承担赔偿责任外，还可依据客运合
同向提供旅客运输服务的公交客运公司
主张损害赔偿。我国《合同法》第三百零
二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
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
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
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
前款规定适用于按照规定免票、持优待票
或者经承运人许可搭乘的无票旅客。”李
大爷乘坐公交车，即与客运公司形成客运
合同关系，客运公司有义务将李大爷安全
送至目的地。虽然李大爷是可以享受免
票乘车的老年人，但他在乘车途中因交通
事故受伤，作为承运人的客运公司虽非交
通事故责任方，但仍负有对李大爷进行赔
偿的义务。客运公司向李大爷赔偿后，可
以向小轿车驾驶人进行追偿。

案例三

案例四
排污虽达标
造成损害仍要担责

张某经营一化工厂，厂里的污水经处
理后经河道部分排进刘某养鱼的水库内。
2013年刘某发现水库内部分鱼死亡。刘某
就找到张某，要求其赔偿损失，张某却说他
们排放的水符合排污标准，因此不同意赔
偿损失。刘某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
某赔偿损失 1.6 万元。法院经审理依法判
决，张某赔偿刘某损失15680元。

说法

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质量标准和人
体健康标准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环境
对污染有一定的自净能力，国家对污染物
排放标准是低于人体健康标准的。也就是
说，即使企业排放达标，仍有可能给人体健
康带来伤害。

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
“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
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
失。”《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
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由此可见，《环境保护法》和《侵权责
任法》并未要求环境加害人的行为“违反国
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才承担侵权
责任。企业向环境排放污染物，并从排污
的生活经营行为中获利，而他人合法权益
却因此无辜受损，企业也应当对其营利行
为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担责任。也就是说，
即使企业排污达标，如果造成了损害，也应
当承担责任。同时，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
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
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
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由此可见，此类
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
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
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否则，就要承担不利后果。

自家住房
也不能随意改变用途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张某在家里开了

一个小型棋牌室，小区内一些居民闲暇之
余都去打打麻将、斗斗地主。张某也认为
自己给喜欢打牌娱乐的小区居民提供了
比较好的休闲娱乐场所。张某虽然收费
不多，但人来人往，生意很不错。谁知开
了半年以后，张某楼上几家居民就找他协
商，以影响他们生活休息为由请他关闭棋
牌室，张某却觉得棋牌室开在自己家里，
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别人无权干涉。后
林某等人向小区物业服务公司反映，经调
解，张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不想与
邻居闹得太僵，遂关闭了棋牌室。

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