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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群众观念 提高服务意识

本报讯 近年来，新密市法院着
力培育干警服务群众观念，使每位干
警在工作中做到把群众的呼声作为
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
择，努力把司法为民的要求转化为自
觉行动。一是深入践行“三严三实”
和“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等主题教
育实践活动，增强干警为民情怀。二
是大力实行“深入群众学”、“推到一线
学”的培养方法，对新招录的优秀法
律人才，轮流到窗口单位值班，帮助
其学会换位思考，提高做群众工作的
能力和水平。三是积极开展专题讲
座，培育法官的人文情怀。依法办案
是基本原则，但是在法律框架内，在
法官自由裁量的权限内，对当事人的
人文关怀体现的是法官的良心与社
会责任感。大力培育法官的人文情
怀，司法裁判才会根植于常情、常理、
常识，才能契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
观。 （陈洪之 常新霞）

四举措彰显检察工作正能量

本报讯 近年来，确山县检察院
以服务基层群众为着眼点，转变执法
理念，加大工作力度，创新工作方法，
取得了明显成效。2015年，该院被市
委政法委评为“优秀执法单位”、被市
检察院评为“优秀基层检察院”、并荣
立“集体三等功”。全院17个科室，16
个进入全市检察工作先进行列，彰显
了检察工作的“正能量”。强化质量
意识，助推执法规范化。该院以案件
质量为根本，大胆创新办案工作机
制，制定了《案件质量标准》和《工作考
核标准》，实行办案责任倒查机制。
强化素质兴检，助推队伍专业化。该
院以决策力和执行力为重点，狠抓班
子建设。同时建设坚强有力的领导
班子，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的统筹协调
和科学决策能力。创新工作机制，助
推管理科学化。该院以科学性、效能
性为重点，强抓管理机制建设，完善
制度规范管理机制，建立健全规章制
度，为机关管理科学化提供全方位依
据。加快科技强检，助推保障现代
化。该院以信息化建设为平台，夯实
确山检察基石。同时强化基础设施
建设，建成融信息化、智能化、人性化
为一体的检察业务综合大楼，大力推
进信息化建设，促进工作快速发展。

（高运洪 张莉）

新密市法院
召开党风廉政建设暨信访工作会议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院、
市中院有关工作部署，结合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精神纲领，新密
市法院召开党风廉政建设暨信访工
作会议。会议由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王留成主持，新密市法院班子成员及
全体干警参加了会议。会上，新密市
法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杨新民传达
了河南法院廉洁自律“十不准”，以及
最高法院关于六起法院干警违纪违
法的情况通报；院班子成员签订并向
党组书记、院长刘文斌递交了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陈晓伟传达了该院信访案件领导包
案情况及责任人；院党组成员、政治
处主任冯伟霞通报了该院第一季度
绩效考核情况；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杨继民讲解了有关考核指标的变化
情况；刘文斌院长作了重要讲话。

（陈洪之 常新霞）

新蔡县检察院
建立国家赔偿联席会议制度

本报讯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赔偿法》，及时、有效地保护遭
受司法行为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和维护司法公正，新
蔡县检察院牵头和县法院、县公安局、县财政局建立国家赔偿
联席会议制度，就赔偿案件办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时沟通
协商，为赔偿工作提供新的平台。

国家赔偿联席会议通过制度建设，保障其良性运转。一
是把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合法利益作为国家赔偿联席会议制
度的主线。二是联席会议成员要坚持政治素质过硬、法律素
养高、业务能力强、有丰富赔偿工作经验的标准。三是建立定
期沟通机制，每季度各单位轮流召开联席会议座谈会。四是
联席会议建立对赔偿义务机关监督机制。

国家赔偿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实现了检察机关与县公
安局、法院和财政局的对接，加强了与其他部门的协调和沟通，
实现了信息共享，优化了资源配置。经统计，自建立国家赔偿联
席会议制度后，赔偿案件的办结时间平均缩短十天左右，并且赔
偿申请人对赔偿结果均无异议，无一起因对赔偿结果不满申请
复议或提起诉讼，没有一起因得不到赔偿或对赔偿结果不满而
发生越级上访事件，有效维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化解了社会矛
盾，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梅英华韩伟张苗苗）

唐河县检察院法警队
突出“四性”做好看管工作

本报讯 唐河县检察院法警队立足本职工作，大力推进规范化建
设，要求履行职务时做到手续齐全、程序合法、执行规范，特别是在协
助执行监视居住、看管被看管对象时，认真做好看管工作，没有发生一
起安全事故。

该院探索形成了突出四性的看管工作成功经验。一是突出必要
性。针对看管对象自身特点和办案实际情况制定看管预案。当接到
自侦部门申请用警后，第一时间向办案部门了解被看管对象的基本情
况，在明确负责看管法警的同时，签订《安全防范责任书》。二是突出规
范性。针对看管对象携带物品和健康状况进行安全检查。被看管对象进
入办案工作区后，首先对其进行人身安检，将随身携带的物品全部存于储
物柜。三是突出重要性。针对看管对象情绪变化和行为举止进行随时应
对。在看管过程中，时刻注意观察被看管对象的精神状态、健康状况、情绪
变化等情况，遇有被看管对象突发疾病时，立即按看管预案，通知值班医生
现场及时救治,必要时通过绿色通道快速送到医院专配病房。四是突出严
密性。针对被看管对象可能发生安全事故之阶段进行严加防范。特别
在安检、休息、用餐、用厕、押解中，采取“双人贴身”的方式。

今年以来，该院共执行看管 162人次，发挥了自己重要职能，让检
察官有更多的时间去专心研究、突破案件，促进了自侦案件顺利办理，
受到院领导和自侦部门的充分肯定。 （牛凌云刘可伟）

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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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大招风？
推定过错推定过错！！

□记者 李鹏飞 通讯员 李晓理

核心提示
俗话说树大招风，这话不仅不假，而且还可能招惹官司。
树木遭遇狂风袭击，砸坏停在树下的轿车，爱车心切的车主如何维权？投

有何种保险可由保险公司埋单，什么情况下可向树木的主人索赔呢？
如果提前知道有大风等天气情况，当然还是不要将车停放在树下、广告牌

下或易有空中坠物处，车主应将爱车停放在合法停车区域内。2014 年 9 月 15 日下午 5 时，在
郑州市某局机关院内，一棵约15米
高的泡桐树突然倒下，将沈女士停
放在树下的一辆日产东风骐达两
厢轿车砸毁。树干重重地压在车
顶和后盖上，车顶和后盖已经严重
变形，后窗玻璃已经破碎，车门已
经走样，前挡风玻璃已经被树枝砸
烂，整个车表面都是被树枝剐蹭的
划痕，车后备厢内的储物整理箱和
一个洗车器已经砸坏，又有部分物
品取不出来被雨水浸坏。沈女士
认真检查后发现，树是长在离地平
面以上约60厘米的花池里，且树的
根部已经腐烂。报警后，警察对现
场情况进行了拍照并作了笔录。
沈女士与郑州市某局就轿车赔偿
问题进行协商未果，其向郑州市二
七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认为
郑州市某局是本案树木的所有人，
树根腐烂，说明其疏于对树木进行
管理和维护，树随时都有倒下的危
险。该局作为树的所有人既没有
设警示标志又没有及时提醒车主，
而且还在危险区域画上标准的停
车位线，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沈女
士请求法院判令郑州市某局赔偿
汽车修理费 27100 元、租车费 1500
元、精神损失费500元，并就此事向
其道歉。

一、郑州市某局是不是倒下树
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

二、沈女士是否属于未经允许
私自驾车进入被告局机关院内；

三、郑州市某局因诉前拒绝赔
偿是否要承担原告的精神损失费
及向原告赔礼道歉。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九
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郑州市某局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沈女士修车
费 25500 元；（二）驳回原告沈女士
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已
发生法律效力。

该案涉及这样一个问题：树木等物件因管理
欠缺致人损害的，应当由谁承担责任。在长期的
司法实践中，对于物件致人损害的，多主张适用

《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 建筑物或者
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
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

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
过错的除外。”关于树木等物件致人损害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均肯定了这种观点。因此，判断树木的管理人
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时，适用的是过错推定原则。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法官陈鹏飞：无论
是人的行为还是自己管理的物的行为，侵害他
人的民事权益，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具体到本案，树木长在自己的院落中，没有
其他有效证明属于另外他人所有，应当认定院
子的主人就是树木的主人，无须原告提供其他证
据证明。根据倒塌大树主根已经腐烂以及树木倾
倒后的情况，法院可以认定致使该树倾倒的主要
原因是树木自身存在支持力不足的问题，并非不
可抗力，也不是车主或轿车的自身的行为所致。

树木歪倒虽然是当日大风所致（2014 年 9
月 15 日郑州市区当天的日降雨量为 30.8mm，
中雨到大雨之间，日最大风速13.5m／s，风级约
为 6级），但并非不可控制的自然灾害，故原告

要求被告郑州市某局支付修车费 25500元的诉
请，依法应予支持。

沈女士要求被告支付汽车修理费、租车费，
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不能得到法院的支
持。另外沈女士还要求被告向其道歉、支付精神
损失费，因被告在事发后拒绝赔偿，也是维护自己
权益的体现，这种行为让被告也承担责任，是没有
法律依据的，故这样的主张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郑州市某局作为该案的被告，其在法庭辩称
沈女士系私自进入本院机关，经法院查明沈女士
办理有本机关大院的出入证。退一步说，郑州市
某局作为国家机关法人，即使没有出入证，车辆和
人员因为办事进入该公共区域，无辜受到侵害，该
机关仍然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和其他责任。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连续两日大风让南
加州各地遭到不同程度风灾，阿罕布拉市的一
对华人夫妇停在自家门口的私人汽车，被公家
属地上一棵倒塌松树砸中。官司从地方政府打
到小额法庭，结果没有得到分文赔偿。

当日车子被砸中，夫妇俩当即报了警。警
察拍下照片，写下报告。车主管先生和太太找
到市政府，要求赔偿汽车修理费。没想到，市政
府相关部门主管半开玩笑表示“这种事情，市府

管不了，你得找God（上帝）去”。按照市政府的
说法，城市定时修剪公共树木，因此风刮树倒汽
车被砸，不在市政府赔偿范围。

原来按照当地保险法规，有关树木倒塌造
成民众汽车和房屋损失，不管这些树木是属于政
府或邻居，如果政府或邻居都能证明平常均有合
理维护整修，就无须对受害人给予赔偿，因为在
美国的保险中法规中，明文规定凡是「Acts of
God」（上帝的作为），当事人都可获得赔偿豁免。

河南省群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向玲：大风
刮倒大树、广告牌或楼顶掉下异物砸坏停在路
边的车辆，属于外界物体倒塌。若保险条款对
车辆损失险约定：保险期间内，因“外界物体坠
落、倒塌”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直接损失，
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则属
于车辆损失险责任范围。但在自然灾害和极端
恶劣天气的情况下，车辆损失险一般有 30%左
右的免赔额，也就是说上了车辆损失险的车主，
保险公司赔偿损失金额的70%。

如果遇到大风将树吹倒，并砸坏私家车的
情况，车主应首先打电话报险，等候保险公司的

理赔员进行现场勘察。此时，一定要保护好现
场，切忌将车或树挪走，因为保险公司理赔的一
项重要参考依据就是理赔员的“现场照片”，如
果现场被破坏或有变动，将有可能给理赔过程
造成麻烦。

一旦爱车被树砸了之后，如果这棵树有产
权单位或者管理单位，即使有车损险，保险公司
也有可能不承担赔偿责任，车主可以向产权单
位或者管理单位要求赔偿；如果属于无主树，车
主办理了车损险的话，那么将由保险公司赔
付。但如果证明树木是因大风暴雨等自然灾害
导致，树木的所有者或者管理者可免除责任。

法律规定：树木的所有人或管理人的民事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法官说法：被告郑州市某局仅承担被损车辆维修费责任

域外案例：大风刮倒公家树砸了你的车怎么办？问上帝？

律师解惑：大树砸车咋维权，在什么情况下保险公司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