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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婚宴后乘酒友摩托车返回发生事故死亡!家属向婚宴主家索赔
!

安全保障义务法律规定不明确!侵权案庭审中责任难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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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检察院
发展纪实之三

去年在办理杨某涉嫌盗窃一案
时!办案人员发现犯罪嫌疑人杨某偷
窃其同事李某财物的行为系初犯!认
罪态度较好! 能如实交代犯罪事实!

有悔罪表现!而且将所盗物品如数还
给了李某!没有给失主造成实际的物
质损失!被害人李某不仅原谅了杨某
的偷窃行为! 还写了一个书面请求!

表达自己不愿追究杨某任何责任的
心愿"

办案人员在按照盗窃罪构成要

件进行严格审查的同时!分析了犯罪
嫌疑人杨某的主观恶性#犯罪情节和
悔改表现!认为杨某走上犯罪道路纯
属偶然失足!于是他们根据有关政策
及自己制定的$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检
察院刑事和解办案规则% 的有关规
定!依法决定对杨某作相对不起诉决
定" 拿着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杨
某流着眼泪对被盗同事#自己家人和
检察官表示了深深的愧疚和悔过自
新的决心"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检察院刑事
和解办案规则%是老城院在上级院公
诉部门的具体指导下!对贯彻&宽严
相济'和轻缓的刑事政策进行积极的

研究探索和大胆实践后!将散见在各
个规范性文件中的精神主旨和具体
要求!汇集#统一和明确而成的"

该$办案规则%分总则#适用条件
和范围#适用刑事和解案件的启动程
序及确认#法律适用#附则!共五章十
八条!程序性#实体性以及个案操作
流程和相关制度兼而有之!从而更好
地将不便操作的&宽严相济'和轻缓
的刑事政策贯彻落实到每一件刑事
个案中!不仅保障了人权!而且最大
限度地化解了社会矛盾"

截至目前!该院共办理刑事和解
案件

!"

起! 双方当事人全部表示满
意!该做法得到了市院的肯定!作为

典型经验在全市推广"

检察长李学华说!发展与创新是
两个不可割裂的概念!老城院就是在
不断的创新中!形成了自己的亮点和
特色!谋求更大的发展"

老城院除了细化规则#注重运用
司法手段化解社会矛盾!努力降低对
抗面#矛盾面!减少不稳定因素以外!

还根据市委市政府和上级院的部署!

深入开展&检察工作进社区'和预防
工作&五进入'活动!向辖区企事业单
位派驻了

!#

名检察服务官! 向中小
学校派驻了

!#

名法制副校长! 在
!#

所学校开办了 &法律服务超市'!集
中时间和人力物力为企事业单位及

学校提供法律教育和咨询服务!协助
解决涉法涉诉问题"

他们还注重保障未成年人犯合
法权益!实施未成年人犯&阳光救助
工程'" 老城院在办理未成年人涉嫌
犯罪案件中!本着教育为主#惩罚为
辅的方针!办案中尽力采取恢复性司
法!在积极进行心理救助#社会救助
的同时!恰当运用不捕手段!对符合
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大胆采取
不捕措施!旨在用法威和法恩震慑和
感化他们!使未成年人在正确认识和
对待犯罪问题的同时!促使其在回归
社会后改邪归正!重塑自我!走上正
确的人生道路!取得了明显效果"

本报讯!记者 李向华 通讯员 刘

超 卫磊 王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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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上午! 在郑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法庭!

"'

余名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政法委#检察机
关和其他社会人士一起!旁听了河南
阿庆嫂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庆
嫂')合同纠纷一案" 这也是郑州市中
院启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旁
听案件审理和监督执行'的活动以来!

正式邀请旁听的第一起案件"

"''(

年初!洛阳市民陈女士在郑
州考察后!与&阿庆嫂'签订了加盟合
同!合同期限

%

年" 同年
(

月
"&

日!

加盟店开张后!几乎每天都在赔钱"

随后该店停业后! 陈女士向法院提
起诉讼!状告&阿庆嫂'虚假宣称!要
求&阿庆嫂'退还加盟费等

!%

万元"

她认为!&阿庆嫂' 并无注册商标!

也没有专利!属于欺诈"

&阿庆嫂'认为!陈女士完全知
道经营加盟店的成功! 既取决于自
己的经营能力! 又与自己投资的经
历及其他因素息息相关" 一审法院
判决陈女士败诉"陈女士不服!提出
上诉"

$

月
%

日!该案在郑州市中级
法院二审开庭"

庭上!双方围绕&阿庆嫂'是否
隐瞒事实! 如果隐瞒事实是否是造
成赔钱的原因! 以及双方合同的认
定等焦点问题进行辩论"

庭审接近尾声时! 主审法官王
季对双方建议调解! 双方有调解的
意愿!但未达成调解共识"此案没有
当庭宣判"

庭审结束后! 郑州市中级法院
院长王新生等院领导! 以及该院各
业务部门领导一起! 听取了人大代
表# 政协委员等受邀代表的意见和
建议! 大家对该院主动邀请上门监
督的形式给予了肯定! 认为 &阿庆
嫂' 一案的审理能体现该院法官严
谨#公正的工作作风!建议法官积极
促成双方调解"

据了解! 今年
$

至
!'

月份!郑
州两级法院将对在当地有重大影
响# 社会反响强烈的案件主动邀请
人大#政协以及纪委#政法委#检察
机关# 廉政监督员# 新闻媒体等旁
听!对庭审和执行进行评议!提出意
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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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经两个多小时的庭审!法庭当
庭宣判*张辉作为成年人 !应对自
己的行为有控制和注意意识!然其
过量饮酒! 并乘坐酒友驾驶车辆!

最终丧命! 完全是其本人过错!安
亚辉一家不应承担责任" 但是依照
公平责任原则和从维护公序良俗
的角度考虑!安亚辉夫妇毕竟是张
辉前去参加婚礼的直接受益者!遂

判决安亚辉夫妇从道义上赔偿张辉
亲属精神抚慰金

"

万元"

判决宣读后! 被告当庭表示要
上诉!引得旁听席上不小的议论" 一
姓李的退休教师说*&应驳回原告的
诉讼请求!如果这样判决!以后谁家
红白喜事还敢以酒待客+ 出了事儿
可都得主家担责啊, ' 农民白大爷
说*&人家儿子毕竟死了!养了

)'

多

年!从良心上赔一点也是应该的" '

河南金博大律师事务所陆咏歌
律师说!目前我国正在起草制定$侵
权责任法%! 通过本案我们发现!如
何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范围# 如何判
断对方尽了安全保障义务! 这在法
律上至今都无明确规定! 希望新制
定的 $侵权责任法% 能考虑到这一
点!填补这一法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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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

月
)!

日!对通许县冯
庄乡双沟村的老张夫妇来说!是
个终身难忘的日子"这天一大早!

儿子张辉的朋友潘世念便开摩托
车来到他们家!喊上张辉!说要一
块儿去长智镇参加好朋友安亚辉
的婚礼! 张辉麻利地跳上摩托车
跟潘世念走了"

但是等到傍晚! 当安亚辉和
潘世念用三轮摩托车将儿子拉回
来时! 老张两口子却发现儿子脸
色苍白!手脚冰冷!喊来乡村医生
查看!竟说*人不中了, 老两口不
相信! 一边让乡村医生给儿子做
人工呼吸! 一边又打

!"'

喊来了
县中医院的医生! 可是县中医院
的医生们也只看了一眼!就说*没
有抢救价值了,

肝肠寸断的老张夫妇仔细询
问安#潘二人才得知*在安亚辉的
婚宴上!儿子张辉和潘世念#小华
等

$

人坐在一桌! 席间喝了很多
白酒"散席后!张辉跳上喝了半斤
多白酒的潘世念的摩托车回家!

不想在途中! 潘世念将车开进路
沟!车翻!张辉被甩到了路沟里!

之后不省人事--

好端端的儿子参加了个婚宴
就死了!张辉父母想!如果儿子不
去参加婚宴!不在婚宴上喝酒!那
他就不会乘坐一个酒鬼的车回
来! 也不会仅因被甩到沟里就身
亡"于是!在与潘世念达成

#

万多
元的赔偿协议后! 伤心欲绝的老
张两口子及儿媳又将安亚辉一家
告上法庭! 请求他们承担共计

&

万多元的民事赔偿责任"

原告代理人申请证人乡村医
生出庭作证!以证明张辉下午被送
回家时! 已经没有了呼吸和脉搏!

同时宣读了潘世念在派出所的询
问笔录*张辉在安亚辉家喝了一斤
多白酒!借此证明张辉是在安亚辉
家喝多酒喝死的!安家没有尽劝阻
义务"

对此!被告代理人辩解称*主家

办喜事!设酒席待客!理所应当!席
间主家诸事繁忙! 顾及不到每个客
人! 但是张辉作为成年人应对自己
的酒量有所控制!不应该过度饮酒!

更不应该乘坐醉酒人的车回去"

&再说! 张辉是发生交通事故
后死的!他被甩到了路边的深沟里!

而不是躺在路上! 这一点由交警部
门对潘世念下达的酒后无证驾驶拘

留通知书和行政处罚书为证! 况且
潘世念也认账赔付! 你们又何必苦
苦揪住婚宴的主家不放+ '

原告代理人说!安亚辉一家应
对张辉的死承担有过错的民事侵
权责任!即混合过错责任!并依法
赔偿" 但被告代理人指出!安亚辉
一家在此事中并无过错!因而不应
承担任何责任"

庭审#设酒宴客 有无过错$

判决#赔偿两万元 群众热议安全保障义务

高高兴兴去参加朋友的婚宴!乘坐酒友的摩

托车返回过程中!因酒友车翻自己死亡" 在与驾

车酒友达成赔偿协议后!死者家属一纸诉状将新

郎一家四口告上法庭!认为是新郎家将死者喊去

帮工!并任其喝酒才导致的悲剧" 那么新郎家到

底该不该为这起悲剧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

月
(

日! 通许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

案!省电视台法制频道首次直播庭审现场!省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亦旁听了此案"

$

月
(

日!通许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省电视台法制频道首次直播庭审现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
勇亦旁听了此案" 张辉的母亲庭审一开始便泣不成声!父亲更是在中途因过度悲伤而不得不退庭"

原告代理人指出!张辉是到安
亚辉家帮工! 他扣上戴有红布条!

当日结婚录像也显示!他在去新娘
家的迎亲队伍当中"

但被告代理人马上指出!张辉
到安亚辉家仅是礼尚往来式的哥
们儿随礼!并非帮工!帮工指的是
为婚宴端盘倒水# 运送桌凳等人

员!并出示小华在派出所的询问笔
录证明*张辉去迎亲!并非主家安
排!而是他自愿前往(新娘家到新
郎家只有几步之遥)"

同时! 被告代理人还进一步指
出!即便张辉是帮工!安家也无赔偿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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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条有规定*帮工人因第
三人侵权遭受人身损害的! 由第三
人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人不能确定
或者没有赔偿能力的! 可以由被帮
工人予以适当补偿" 张辉因潘世念
酒后开翻车发生交通事故而死亡!

应由潘世念承担赔偿责任! 况潘世
念已赔偿过!何来安家又赔偿之说+

焦点一$张辉赴宴是随礼还是帮工#

焦点二$张之死!安家有无直接过错#

#

庭审现场!原告举证情绪激动

##

被告方

案发#

婚宴过后 儿子死了

"

记者王建芳首席记者吴倩通讯员孙伟伟
!

文记者樊勇军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