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中院执行攻坚“三反”“三涉”专项活动FZ

执结案件17件
执行到位金额10.7303亿元
海口中院清理涉党政机关长期未结执行案件取得成效

□本报记者陈敏

“真的没想到，这笔钱拖了将近 10
多年还能要回来。”不久前，得知海口
市某局、海口市某区政府拖欠的 230 万
元已经打到海口中院的账户，海南西
南公司相关负责人难掩激动和喜悦之
情，“打心眼里感谢法院，让我们感受
到了公平正义。”

执行难，一直是困扰人民法院执
行工作的顽疾，而涉党政机关案件的
执行难度更大，牵涉到政策、管理、经
费、机制等多方面因素。涉党政机关
执行案件久拖不结，不仅严重损害了
党委、政府形象，还严重影响了司法公
信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2018 年，经
积极协调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海口两
级法院执结了 17 件长期未结的涉党政
机关执行案件，执行到位金额 10.7303
亿元，切实保障了胜诉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

实行“一把手”负责
强化组织领导

海口中院把清理涉党政机关的执
行案件作为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的
重点内容之一，加大力度，动真碰硬。
成立督办案件领导小组，由陈文平院长
主动向党委政府负责人汇报和协调。
今年 6 月 9 日，海口市市长丁晖亲自主
持召开专题协调会，召集全市 15 家作
为被执行人的党政机关负责人参加会
议，要求相关党政机关切实履行法定义
务，定期汇报履行情况，并将党政机关
为被执行人案件纳入财政预算。

“全面梳理未结的涉党政机关作
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按照有财产
可供执行案件、无财产执行案件等类
型分类建立台账，对于每宗案件做到
案 件 底 数 清 、目 标 准 、措 施 实 、责 任
细。”海口中院执行局局长蔡红曼告诉
记者，除此之外，实行“一把手”总负

责，“一把手”亲自过问、亲自部署、亲
自协调，每月听取一次涉党政机关作
为被执行人案件执行情况汇报，及时
总结经验，研究解决问题。

突出执行工作强制性，在向被执
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
责令其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
务的基础上，坚持加大执行力度，对发
现的财产及时控制、及时处置，增强被
执行人履行法院生效裁判义务的意
识，注重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
果相统一。

加大执行力度
促进执行结案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起案件最
后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让我感觉国家
的法治越来越完善。”申请执行人陕西
某公司总经理李先生告诉记者。

陕西某公司与海口市琼山区某镇
政府因欠款产生纠纷。海口中院作出
判决，确定该镇政府承担以下责任：向

陕西某公司支付工程款 379 万元及利

息。立案后，海口中院向被执行人陕

西某公司送达执行通知书，但被执行

人未履行给付义务。

在此情况下，海口中院督促被执行

单位依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积极组织双方调解，2018 年 1 月 4

日，在法院主持下，该案件双方当事人

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同意免

除被执行人应当给付的全部利息，被执

行人当场支付欠款本金375万元。

“积极与地方党委、人大、政府进

行沟通，主动汇报、告知执行案件的实

际情况及案件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

困难，争取各方面对法院执行工作的

支持与重视。”蔡红曼说，涉党政机关

案件的执行一直是法院执行的难题。

为全面推进市区两级法院涉党政机关

未结执行案件攻坚工作，海口中院制

定了《关于解决涉党政机关作为被执

行人案件实施方案》，对解决涉党政机

关案件执行难作出具体部署。

海口中院执行局法官在研究涉党政机关执行案件海口中院执行局法官在研究涉党政机关执行案件 通讯员宋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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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出生4小时婴儿脐带大出血

2017 年 4 月 13 日 19 时 48 分，宾川县某村
村民李女士在宾川县人民医院顺产娩出一
名女婴，出生时女婴体重 2.5 千克，状况良
好。在产房观察了两个小时之后，婴儿被抱
到妇产科病房，与母亲同住。23 时 48 分，李
女士发现婴儿皮肤苍白，发出了呻吟声。“刚
出生的婴儿怎么会呻吟？”李女士的家人忙
抱起婴儿去找产科医生，医生让他们把孩子
抱到儿科去。“医生到了病房后，一直不让我
们把包裹婴儿的小被子打开，说是怕新生儿
着凉。当时同病房的两名产妇也生了孩子，
怕刺着孩子们的眼睛，病房里也没有开灯。”
李女士的家人说。

到了儿科以后，医生解开包裹婴儿的小
被子，才发现婴儿脐带大出血，被子里面一
层层的裹布已全部被鲜血浸透。医生为婴

儿重新结扎了脐带，止住了出血，但此时婴
儿已经严重失血。之后，一家人将婴儿转院
到大理州妇幼保健院治疗，但最终孩子还是
因抢救无效死亡。

婴儿死亡后，家属申请了司法鉴定，同
时一纸诉状将宾川县人民医院和大理州妇
幼保健院告到法院，要求两被告赔偿医疗
费、误工费、护理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
神损害赔偿金等共计 75 万余元。

法院判决：
县医院担全责赔偿71万

庭审中，原告的代理人拿出了昆明医科
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报告，而这份鉴定
报告让陈先生夫妇泣不成声。鉴定意见显
示：“被鉴定人李女士之女死亡原因为脐带
出血、失血性休克继发多器官功能衰竭死
亡。医方的过错与被鉴定人死亡之间存在
直接因果关系，医方承担全部责任。患儿于
2017 年 4 月 15 日 11 时 13 分转入大理州妇幼
保健院治疗时，已处于失血性休克不可逆转
期，病情极度危重，频临死亡。大理州妇幼
保健院的处理过程符合诊疗规范，无过错。”

面对司法鉴定报告，被告宾川县人民医
院代理人称，患儿在转入新生儿监护室治疗
时，患有新生儿肺炎，应由患儿承担一定的
责任，减轻院方医疗责任。被告大理州妇幼

保健院代理人表示，患儿入院后，院方抢救
及时、措施得当，对患儿死亡不承担医疗责
任，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参照司法鉴定结果，最终判决宾川
县人民医院赔偿陈先生夫妇各种经济损失 71
万余元；大理州妇幼保健院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判决后，宾川县人民医院不服判
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大理州中级人民法
院经过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律师释法：
医患双方有异议应及时尸检

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军表示，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 26 条规定：患
者死亡，医患双方对死因有异议的，应在患者
死亡后 48 小时内进行尸检；具备尸体冻存条
件的，可延长至7日。若案件的损害后果是患
者的死亡，尸体解剖对于患方的维权是至关
重要的，此举能够发现患者死亡的真正原因，
从而判断是否存在误诊、漏诊及延误治疗等。

该案通过尸体解剖最终查明患者死于
脐带出血所引起的失血性休克，解剖结果对
判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该案中存在
漏诊以及延误治疗上起到了关键作用。李
军建议，涉及患者死亡的医疗纠纷案件中，
患者的近亲属要重视尸检的重要性，同时要
注意尸体解剖的时间。 (云法)

年轻女子张某某曾在福建省福州市的
罗源某石业公司当出纳，可她怎么也没想
到，自己在离职后却收到了法院传票。原
来，原单位向法院起诉，要她返还 35 万余元
钱款，并于近日福州市罗源法院的支持。这
是怎么一回事？

据介绍，2013 年，张某某在罗源某石业
公司当出纳，月薪 3000 元。当时张某某才 19
岁，没什么工作经验，所以在日常工作中对
领导的收支、报销经常不及时收取相关凭证
并登记备注。有时，她为图一时方便，甚至

将个人账户与公司账户混用。
在石业公司任职期间，张某某虽然每月

都向总公司报送现金出纳流水账，且账目核
对无误，但从未核对公司现金账户余额是否
与现金账面执平。

2015 年 5 月 31 日，张某某因个人原因离
职，并向公司移交资金 325432.69 元。2015 年
6 月 1 日，该公司会计与张某某对账后，发现
公司交付给张某某的资金为 675716.42 元，张
某某已移交的资金较公司移交给她的账目
资金少了 350283.73 元。

此后，石业公司多次向张某某催讨钱
款，但她均未还款。2015 年 9 月 26 日，张某
某向石业公司出具一张字条，上面载明“现
金账面与实际移交金额差 350283.73 元”。

在法院庭审过程中，张某某始终主张自
己担任公司出纳期间，未占用公司的资金，
自己移交的公司资金之所以与账面资金相
差巨大，是因为厂长黄某某等均有支取费
用、收取货款，而她又未及时向他们收取相
关凭证并登记备注。但张某某未提交相关
证据证明这一主张。

近日，福建省福州市罗源法院经审理后

认为，张某某作为石业公司的出纳，负有妥

善保管公司资金并准确记载公司收入与支

出情况的义务。在张某某任职期间，石业公

司共向她移交 675716.42 元，而她离职时仅移

交 325432.69 元。虽然张某某主张上述差额

的存在是由于未及时向黄某某等收取相应

凭证，但她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所以石业

公 司 有 权 向 她 主 张 她 未 移 交 的 公 司 资 金

350283.73 元。

办理此案的法官表示，出纳工作具有很

强的专业性，工作内容十分繁杂，需要及时

对各个账目的收支款项进行登记。因此，出

纳人员不仅需要具有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

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熟练高超的业务能

力、清正廉洁的职业道德、顾全大局的工作

意识等，还需要熟悉会计政策法规。 (福晚)

仓库内养藏獒
咬伤卸货工人
深圳一老板未尽足够安全管理

义务被判赔偿20万元

深圳一老板黄某为了防贼，在仓库内养了几条家犬和一
条大藏獒，没想到因拴狗的铁链较长，在一次仓库卸货作业

时，藏獒咬伤工人全身，后经司法鉴定为九级伤残。深圳市

宝安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黄某赔偿残疾赔偿金、后续整形治

疗费用等共计 22 万余元。黄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定黄某赔偿 20 万元。

工人正卸钢管被藏獒咬伤

据了解，事发当晚 7 时 30 分许，在光明区某钢材建筑市

场仓库场地，毕某正在卸一车钢管材料，忽然被老板黄某饲

养的藏獒咬伤。事故发生后，毕某被送往沙井人民医院救

治，初步诊断为全身多处被狗咬伤。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对

此出具鉴定报告，鉴定毕某伤残等级为九级，后续整形治疗

费用两万元。黄某不服该鉴定结论，宝安法院依法另行委托

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重新对毕某伤残等级进行鉴定，

鉴定意见认定毕某仍为九级伤残。之后，毕某提出了包括残

疾赔偿金、精神损失费、后续整形治疗费用在内的赔偿请求

23.1 万余元。

宝安法院审理后认为，黄某对自己饲养的狗咬伤毕某的

事实不持异议，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被告向法院提交的

事发照片，可以看到事故现场堆放大量钢管，在钢管中间进

入厂房处有一狭窄过道，过道内拴有一铁链及装有狗食的盘

子。结合现场照片和原告受伤的情况可以证实，拴该犬所用

的链子相对较长，饲养在进入工地办公房的狭窄过道中，原

告面部受伤严重。虽无照片证明犬的种类，但可以推定被告

饲养的犬类动物较为凶猛，具有较强的攻击性，极易对他人

的人身造成损害。被告未尽足够的安全管理义务，应就原告

的损失承担全部侵权责任。据此，宝安法院判令黄某向毕某

赔偿各项损失共计 22 万余元。

终审判被告赔偿20万元

一审判决后，黄某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称毕某是农村户

籍，不应该以城镇户籍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黄某本人计算

出的残疾赔偿金为 4 万余元，与一审判决的 17 万余元相差甚

远，此外他还主张 2 万元的后续整容治疗费应待实际发生后

再支付。对此，毕某称其 2002 年便来深圳打散工，且有居住

登记，可证明事故发生前已在城镇工作和居住。

深圳市中院终审后认为原审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毕

某的残疾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处理正确，予以确认。但

因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毕某的伤残等级重新鉴定

后，得出的鉴定结论并未包含整形后续医疗费的建议，且

在一般情形下整形医疗费并非必然发生的费用，故原审判

令黄某向毕某支付整形后续医疗费依据不足，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改判黄某赔偿毕某 204301.1 元，并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 10 日内付清。 （深晚）

福建一女出纳疏于及时准确核载公司收支账目且混用公私账户

离职后被判赔原公司35万元

云南一女婴出生后脐带大出血，13天后不治身亡

医院漏诊延误治疗被判赔偿
距离 2017 年 4 月 13 日已经过去了一年半的时间了，但是陈先生、

李女士夫妇心中的伤痛却难以消除。一年半以前，李女士在大
理州宾川县人民医院诞下爱女，婴儿出生 4 小时后，被发现脐带大出血，
13 天后不治身亡。悲痛之余，陈先生将医院起诉至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
院。法院一审判决医院承担全责，赔偿 71 万元。医院不服判决提起上
诉，近日，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宾川县人民法院上诉，维持原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