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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视角

法援故事

■通讯员 王德峰 韩英华

12年前突如其来的一场交通事故，
打破了徐某一家平静的生活。作为一家
之主的徐某虽经抢救保住了生命，但是造
成了高位截瘫，从此卧床不起，索赔之路
也异常艰辛。

飞来横祸险些丧命
高位截瘫拖垮全家

2007年 8月的一个晚上，徐某像往
常一样驾驶电动车从集市赶回家。当
他行至某路段时，一辆货车突然从后面
超车，并撞倒了徐某。事发紧急，徐某
连夜被送往医院抢救。交警部门对事
故责任作了划分，大货车司机负事故主

要责任，徐某负事故次要责任。后经抢
救，徐某的生命保住了，却一直昏迷不
醒，被诊断为高位截瘫。随之而来的高
额医疗费、护理费用几乎拖垮了这个原
本并不富裕的家庭，全家人的生活非常
清苦。然而，事故的索赔之路并不顺
利，对方货车驾驶人听说徐某的病情是
高位截瘫，故意躲了起来。徐某家人与
保险公司进行了多次协商，也不能达成
一致意见。

分段诉讼及时索赔
合法权益得到维护

2008年 5月，徐某家属来到区法律
援助中心寻求帮助，家属称为了给徐
某看病、护理，家里积蓄早就被掏空，
亲戚朋友处也借了不少的钱。中心工
作人员建议徐某家人走分段诉讼途
径，先就已经产生的费用向保险公司
索赔。当时承办该案的张律师第一时
间将有关材料送到法院立案，经过一
个月左右的时间，经法院审理，徐某获

赔 48 万余元。此后，徐某一家的生活
困境得以缓解。

2013年12月，因第一次起诉时主张
的五年护理费时间已到，徐某家属又走进
了区法律援助中心的大门。中心照例审
查材料后受理了该案。2014年7月，法院
判决徐某获赔20余万元。

2018年 1月，徐某因并发症不幸去
世。4月25日，徐某家属再次来到区法
律援助中心，希望通过诉讼能获得最终
赔偿款，了结此案。中心王律师承办该
案后，向徐某家人详细了解案件经过。
为对索赔金额有更精确地预估，王律师
调取了前两次诉讼相关材料，查阅了厚
达 30 厘米的案卷材料。之后，王律师
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驾驶员和保险公
司共同赔偿徐某在世时产生的医药费、
护理费、鉴定费等费用。2018年 10月，
法院审理完结此案，徐某家属获赔5万
余元。

自 2007 年 8月发生事故至今近 12
年时间，区援助中心共为徐某及家属提供

了3次法律援助，前后经历3次起诉、4次
鉴定和4次庭审，终于结案。徐某及其家
属获赔金额共计73万余元，为这个不幸的
家庭送去了慰藉。

律师点评：
交通事故中，如碰到人身损害，由此

产生的医疗费用会对普通家庭造成经济
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不必等到治疗完全
终结或伤情完全恢复后再起诉，而是可以
先就已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
项目进行索赔，以缓解家庭经济压力，也
可以更好的进行下一阶段的治疗。发生
交通事故后，当事人可以选择与另一方当
事人协商、请求交警部门主持调解，或者
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最后，区法律援助中心提醒您，道路
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
行泪！维权千万条，关爱第一条，经济若
困难，法援来帮忙，法律援助一直在您身
边。

十二年漫长维权路：法律援助从未缺席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萧公宣

本报讯 “无抵押贷款，2小时快速放
款，绝对低门槛高效率……”不久前，萧山
的陈女士接到了贷款推销电话，正好有资
金需求的她心动了，便加了对方QQ。

在对方的要求下，陈女士先是汇款
1197元作为保证金，等着对方履行2小时
内放款的承诺。可对方声称已到下班时

间，要次日放款。第二天，对方又让陈女
士交一笔风险金，陈女士感觉上当受骗后
及时报警。

其实，陈女士的遭遇并非个案。今年
3月，萧山警方根据陈女士等多名受害人
遭遇进行了分析研判。通过案件串并、扩
展分析，发现这些案件的幕后黑手可能是
一个盘踞在湖北咸宁地区的特大电信网
络诈骗团伙。

千里奔袭跨省追查
摧毁特大电信网络诈骗团伙

接到报案后，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瓜
沥中队、新塘派出所迅速成立专案组。专
案组兵分几路，日夜不间断开展工作，几

经辗转、昼伏夜出，终于摸清犯罪团伙窝
点具体位置。

3月20日14时许，专案组集中警力果
断收网，分别在通山县某大楼及附近民宿
抓获20余名嫌疑人，成功将这个特大电信
网络诈骗团伙老巢连锅端。

经过3天3夜72个小时的昼夜轮转，
历经1600公里的辗转奔袭，专案组民警终
于将20余名犯罪嫌疑人押解回萧。

依靠“秘籍”疯狂作案
警方提醒看清诈骗套路

民警在现场搜出了团伙的骗术“秘
籍”，几页纸上一条条详细列有行骗步骤
方式，以及遇到各种情况如何应对，上面

还有团伙骨干的注解。
这个诈骗团伙成员普遍年纪较轻，靠

老乡朋友关系介绍入伙，男男女女都窝在
一个屋子里，经过简单培训以及一套骗术

“秘籍”便能“上岗”行骗。
团伙有着一整套诈骗流程：先通过不

法途径购买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再通过
“前台话务”拨打电话；一旦有群众上钩，
便转由“后台QQ客服”进一步联系；让客
户提交相关信息，签订贷款“网络协议”，
营造看似正规的假象；接下去便是要求客
户缴纳保证金。

一般到缴纳保证金这步，大多数受害
人都会幡然醒悟，知道上当受骗了。这
时，犯罪团伙也会见好就收。而对于那些

还未识破骗局的受害人，诈骗团伙会继续
以个人征信记录不佳，需要缴纳风险金等
理由，进一步榨取受害人钱财。

通过这种流水线式的操作，该诈骗团
伙在全国范围内疯狂作案，目前，已初步
查明案件150余起，涉案金额150余万元。

目前，已有24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相关案件仍在进一步深
挖中。

警方提醒：个人在办理贷款业务时应
选择正规金融机构，对于那些通过电话、网
络等各种渠道主动推销业务的，一定要谨
慎对待，一旦遇到对方以各种名义要求先
交钱后放款的情况，基本可以判定为骗局。

一特大电信网络诈骗团伙被萧山警方摧毁

■通讯员 沈玛丽

本报讯 今年以来，区应急
管理局扎实推进应急管理体系
建设，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基本
盘，共检查企业4957家次，立案
37起，停产停业企业33家。特
别是江苏响水“3·21”特别重大
爆炸事故以来，该局以专项执法
为契机，全力推进危化品等高危
行业安全生产大检查，通过高
压、高频、真格检查形成强有力
威慑。

一是抓节点、快部署。该局
紧盯春节前、节后复工等重要时
段，在全区范围组织开展多轮安
全生产检查排查。“3·21”事故发
生后，该局立即召开专题会议，
成立专项协调组、检查执法组、
宣传培训组，对全区危化品、“三
场所三企业”等高危行业开展全
面自查。区安委办及时下发《关
于深刻吸取近期化工企业事故
教训加强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
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萧山区
危险化学品综合治理提升行动
方案》；发布事故动态、预警信息
20余次；通过短信平台向各镇街
（场）、平台党政主要负责人、分
管负责人和职能科室负责人发
送事故预警和工作要求 300条
次，做到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
间行动。

二是抓难点、强执法。结合
全区行业、企业现状，加强与公
安、市监、住建等多部门联动，
对全区危险化学品等重点行业
进行全方位排摸和“过筛式”体
检。已检查企业4957 家次，排
查整改隐患 9731 个。3 月 22
日以来，该局抽调业务骨干，联
动镇街基层力量，分组划片开
展高危行业集中检查，从严从
重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仅
半个月时间检查企业 537 家
次，出动检查人员727人次，排
查安全隐患1407项。其中，停
产整顿 29家，立案查处 18家，
行政拘留1起。

三是抓重点、广宣传。狠抓
企业培训和社会宣传两个重点，
开展针对性、多渠道、立体式安
全生产宣传教育。在企业宣传
方面，全区共开展“三项岗位”人
员取证培训13期，培训1362人，
其中培训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
理员814人，特种作业人员548
人。在社会宣传方面，做好公交
候车亭、阅报栏等户外广告和媒
体公益广告常规宣传。拍摄安
全隐患专题曝光片2期，通过区
内主流媒体和局微信号、抖音号
等公开曝光企业2批27家，点击
量超过60万人次，营造了“安全
生产人人有责、人人参与”的良
好氛围。

下一步，该局将以全区危险
化学品、有限空间作业、高处作
业、道路交通、消防、建筑施工、
特种设备等安全生产重点领域

“7+X”专项治理行动为主抓手，
持续加大危险化学品、粉尘、喷
涂等重点高危行业隐患排查整
治力度，按照“什么问题突出，就
整治什么问题”的思路，采取暗
访曝光、挂牌督办、上限处罚等
系列手段，从严查处各类安全隐
患，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
生，全力助推国家安全发展示范
城市创建工作。

■通讯员 吴燕萍

为加强党对律师工作的全面领导，提
升我区律师队伍的政治站位，用党建引领
我区律师行业更好地服务萧山经济社会
发展，4月中旬，区律师行业党委和市律协
萧山分会分两批组织律师开展集中春训，
全区480余名律师（含实习律师）参加了
此次春训活动。

实地体验教学 强化党员意识

最美人间四月天，红色律心跟党走。
4月12日，参加外出实地学习的首批95名
党员律师，到达了丽水遂昌。

在遂昌王村口镇，参训党员律师换上
了红军服，组建起队伍，扛上队旗，学习
军服的着装规范，队伍面貌焕然一新。
在旗手的带领下，党员律师参观了中国
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拜谒粟裕同志
纪念碑，认真了解那段艰苦的革命岁
月。在粟裕同志纪念碑前，全体党员律
师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声音回荡
在青山上空。

苏维埃政府办公地旧址、遂昌民众营
救美国飞行员纪念馆、红军亭、挺进师师
部旧址……千年古镇到处闪耀着红色光
芒，激励着新时代的党员律师在党的光辉
历史中汲取力量，奋勇前行。

传承红色基因 铸就精神之魂

此次实地学习的一个重点参观地是
浙江省律师行业教育基地——中共浙江
省委机关旧址（黄景之律师事务所）。

该教育基地在2018年 12月被定为
全国律师行业党校7家培训基地之一。
黄景之律师 1938 年 7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在中共省委机关迁到丽水后，他把
律所让给省委作为办公机关，省委在此
设立了秘密活动点和交通联络站，省委
的一些重要会议在这里召开，文件资料
也在这里刻印和分发。黄景之利用社会
关系和业务上的便利，在掩护党组织活
动、保存机要文件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
用，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
在教育基地，参训党员律师详细了解

了黄景之律师的生平事迹。他的坚定信
仰、维护公正、为民服务、不负重托、尽职
尽责的精神，对广大律师具有很强的现实
教育意义。

理论武装头脑 筑牢思想根基

参观实地汲取营养，学习理论武装头
脑。此次春训，主办方还安排了政治理
论专题讲座，引导律师坚守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理念，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
纪律。

在丽水市委党校，参训的党员律师聆
听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
权》专题讲座，全面了解我党意识形态工
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

在萧山，参训的470余名党员集中学
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合同起草与审查实务》等知识。律师
们纷纷表示，要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
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贯彻到日常法
律服务工作中去，努力维护法律正确实
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本次春训是区律师行业党委和市律

协萧山分会成立后组织的首次春训，也是
我区党员律师首次有组织地参加集中党
性教育。春训得到了各党支部和各律所
的高度重视，164名党员律师参加外出实
地学习，470余名律师参加集中学习，人数
均创历史新高。

下一步，区律师行业党委将深入贯彻
中央组织部、司法部全国律师行业党的建
设工作座谈会议精神，强化律师党建工
作，引领律师工作正确发展方向，以党建
促进所建，以党建促进业务发展，共同推
动萧山律师行业迈上新台阶。

多人“中招”无抵押贷款骗局

学先烈传承红色基因 强党性铸就精神之魂
——我区开展律师集中春训纪实

一场交通意外导致高位截瘫 律师三次起诉三次获赔

参训党员律师在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前实地学习

我区重拳整治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