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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马店讯（记者 陈磊 特约记者
朱剑锋 通讯员 王树恒）发生交通事故后
不报案，竟然约定“私了”，后来肇事者反
悔，拒绝赔偿，导致事故现场不存在而无法
认定事故责任。5 月 28 日，正阳县人民法
院审理了一起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
纠纷案。经法官主持调解，宋某一次性支
付黄某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
损失合计 32000 元，

今年 2 月 24 日上午，正阳县雷寨乡关路
口村农民黄某赶完集骑自行车回家，行至明
临（明港至临泉）路关路口路段时，与相向行
驶的宋某驾驶的两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黄某
被撞翻在地，导致右腿骨、右侧两条肋骨断
裂，脑震荡。事故发生后，双方约定“私了”，

宋某同意为黄某支付一切医疗费用，黄某没
有向交警部门报案。宋某将黄某送至正阳县
人民医院治疗，并支付了黄某住院期间的医
疗费、伙食费。后黄某又转至驻马店中心医
院治疗，其伤情经鉴定为九级伤残，需要后续
治疗。黄某又找宋某支付其间的医疗费、伤
残费等。宋某反悔，拒绝支付。

此时，黄某才向正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申请认定事故责任。可是因时间已经过去了
一个多月，事故现场已不存在。黄某又没有
证据证明道路交通事故事实的存在，交警部
门出具了不予立案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通
知书》。

无奈，黄某到正阳县人民法院起诉，要
求宋某赔偿其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37839.56

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0 元。
法院结合查明事实，主审法官主持双方

进行了调解。
最后，宋某与黄某达成调解协议：宋某当

庭一次性支付给黄某误工费、医疗费、护理
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合计32000元，黄
某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
发生交通事故后应当拨打报警电话，由

交警部门进行现场勘查及现场固定，以便进
行事故责任认定。否则一旦“私了”不成，需
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时，可能会出现类似
本案的状况，导致事故责任无法认定，自身合
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本报平顶山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任
敬敬 闫平）叶县的邢某新购进一辆机动三轮
车，没有投保交强险，后发生交通事故，导致
吴某不幸死亡。该案经过法官调解，邢某亲
属与被害方家属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邢某
自掏腰包一次性赔偿吴某家属各项损失
160000元，于协议签订当日履行完毕。

2014 年 6 月，被告邢某驾驶三轮车在叶
县洪庄杨乡张集村路段，与相向行驶的、由
吴某驾驶的三轮车相撞，造成吴某当场死
亡、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经认定，邢某负

此事故的主要责任。死者家属请求邢某赔
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及处理
事故的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和三轮车损
失费共计50万元。

承办法官接到案件后，梳理了案情，了
解到邢某未投保交强险，且购买三轮车是为
了载客补贴家用，经济条件困难，而原告家
属请求的赔偿明显偏高。为了化解矛盾，让
死者家属能够尽快得到补偿，法官耐心细致
做双方工作，并多次驱车到双方家中，从法
理、情理两方面开导双方家属。最终，在法

官的调解下，双方达成协议，邢某表示愿意
自掏腰包，赔偿原告160000元。

法官提醒
我国法律规定，机动车应当投保交强

险，机动车投保交强险后不但能使受害人
及时得到赔偿，也能够减轻侵权人的经济
负担。本案中，被告驾驶未投保的三轮车
造成交通事故，只能自掏腰包赔偿，不但原
告不能及时得到赔偿，也给自己带来了经
济负担。

法官调解平息交通事故纠纷
约定“私了”导致无法认定事故责任 1

未投保开车上路酿事故 自掏腰包赔偿

5月28日，许昌市反邪教
宣传活动在市区春秋广场举
行，各单位通过张贴宣传画、
展示宣传版面、悬挂横幅、向
过往居民发放宣传资料等方
式进行宣传。图为许昌市魏
都区人民法院法官向群众普
及反邪教知识。记者 胡斌
实习生 刘强 通讯员 赵市伟
摄影报道

宣传防范

本报讯（记者 杨勇）郑州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以下简称郑
州市车管所）工作人员严把关口，
严密防范，在驾驶员审验、补换证、
异地转入等环节，近期连续抓获 3
名网上逃犯。

4 月 20 日上午 9 时许，郑州市
车管所驾管科工作人员王鸣思发
现，前来办理补换驾驶证业务的徐
姓男子形迹可疑，遂将其身份信息
与全国在逃人员信息进行比对，确
认该男子为郑州市公安局南阳路
分局上网追逃的犯罪嫌疑人。王
鸣思先稳住徐某，后在其他民警和
工作人员的配合下，将其抓获。

4 月 24 日下午 3 时许，一名男
子到郑州市车管所驾驶人管理科
业务大厅办理驾驶证转入业务。
工作人员郑涛检查其证件手续时
发现该男子神色慌张，便将该男子
的信息输入“在逃人员信息库”进
行比对，发现此人正是网上追逃人
员，设法稳住该男子后，立即通知
人员增援将该男子抓获。经查，该
男子姓路，中牟县人，于 2014 年 7
月4日在三门峡市一工地与他人打
架时，持剪刀将他人胳膊刺伤，被
公安机关网上追逃。

5 月 27 日下午 2 时许，一名女
子到郑州市车管所驾驶人管理科
业务大厅办理驾驶证补证业务。
工作人员将该女子的信息输入计
算机驾驶证管理系统，发现信息异
常。驾驶人管理科科长朱学胜向
其询问时，发现该女子吞吞吐吐，
就立即对其人口信息进行网上比
对，发现其为网上追逃人员，遂将
其控制。经查，该女子姓贺，巩义
市人，2014年5月20日在郑州高新
区郑大新校区附近，伙同他人盗窃
电动自行车后逃逸，被公安机关网
上追逃。

目前，这 3 名犯罪嫌疑人分别
被移交辖区公安机关作进一步处
理。 （线索提供 邢红军赵峥）

郑州市车管所
连抓3名网上逃犯

5月29日，新密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以未成年儿
童为劫持对象的绑架罪案件，并邀请郑州市其他基层法院有关人
员以及媒体进行现场观摩，就如何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作了探
讨。记者张书锋 王晓磊通讯员任新 摄影报道

自5月28日起，漯河市公安机关在
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10天的网吧
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要求
经营网吧必须通过信息网络安全审核、
消防安全审核，务必加装网络安全技术
措施，及时发现和整治火灾隐患。图为
民警在一家网吧内检查。记者 薛华 通
讯员张庆伟 张永刚摄影报道

排查整治

观摩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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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勇 通讯员 杨军政

午夜，两辆小车在高速公路上
剐蹭，引发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
之后，未挂车牌的白色轿车逃逸。
高速交警以此为突破口，由车找
人，奋战三昼夜将犯罪嫌疑人抓捕
归案。5月29日，犯罪嫌疑人王某
被鹤壁市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

追缉
白色肇事逃逸车

5 月 13 日凌晨 1 时 40 分，省高
速交警总队九支队接到相某报警，
称在京港澳高速鹤壁段544公里东
半幅处，相某的朋友张某驾驶车牌
号为苏KH83××的轿车与一辆白色
无牌轿车剐蹭，双方协商不成，张
某欲报警，白色无牌轿车加速逃走
时将张某挂倒，导致其当场死亡。

民警立即赶到事故现场，在与
120 急救中心、路政大队等相关部
门开展抢救的同时，经现场勘查初
步确定本案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
事故，立即将现场情况向支队领导
进行汇报。

省高速交警总队九支队连夜
成立“5·13”案件专案组，商定案件
侦破方向，请求总队案件队支援，
邀请刑侦技术部门介入进行现场
复核。

5月 13日 14时许，东线民警王
建庄传来消息，称通过智能交通管
理系统发现一辆白色无牌小轿车，
由西向东通过濮鹤高速濮阳收费
站卡口监控，与现场证人所述白色
无牌轿车特征相近。民警确定该
车为一辆 2015 款白色奔腾 B70，左
倒车镜为红色且向下垂悬，进一步
确认此车有重大作案嫌疑。

省高速交警总队九支队副支
队长孙湘带领民警迅速赶赴濮阳
和东线民警王建庄一组会合，借助
濮阳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监控系统
对重点嫌疑车辆行驶轨迹进行追
踪。

民警经过8个小时的电子跟踪
排查，调取了近200个监控，发现该
车在濮阳市胜利路与长庆路交叉
口北消失。专案组及时调整部署，
对重点嫌疑车辆消失地区实地调
查，一直持续到5月14日凌晨4时。

5 月 14 日 6 时许，专案组民警
围绕重点部位分为两组进行调查
走访。14日 8时 30分，民警在濮阳
某小区发现了该车踪迹。小区监
控显示，当日8时许，犯罪嫌疑人从
楼里出来，看了一下嫌疑车辆倒车
镜，摸了摸嫌疑车辆的左后侧，后
驾车驶出小区。

专案组民警又到濮阳市公安
局指挥中心调阅监控发现，8 时 17
分，嫌疑人驾车到一家汽车装饰用
品店，修好了左侧后视镜并安装了
号牌豫AN83××。民警通过调阅该
车信息，确定车主为王某。

在前期摸排的基础上，5 月 16
日 5 时 30 分，省高速交警总队九支
队教导员侯新宇带领专案组成员
前往郑州，对犯罪嫌疑人王某实施
抓捕。通过摸底排查、调查走访等
侦查措施，民警在郑州一汽配城锁
定了犯罪嫌疑人王某的位置，并于
上午 9 时 40 分将其抓获。至此，这
起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告破。

5 月 29 日，犯罪嫌疑人王某因
涉嫌故意伤害罪被鹤壁市检察院
依法批准逮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