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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有时有小雨，偏东风3到4级，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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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日，南京推出49
元版“惠民健康保”。如今，上市一
年，理赔情况如何？

截至今年 3 月 24 日，
惠民健康保共受理 3185
单理赔案件，总赔款接近
1420万元。

在 已 发 生 理 赔 案 例
中，最高赔付金额 12.01
万元；最大年龄 93 岁，最
小年龄 1 岁；男女比例为
1.2：1。

肿瘤、心脏疾病、颈椎
腰椎疾病发病率较高，占
整体住院总次数的 40%；
此外，这三类疾病治疗费
用相对较高，花费占整体
49% ，具 体 为 ：肿 瘤
24%、心脏病 13%、颈腰
椎疾病12%、肺炎6%、骨
折 4%、脑梗死 4%、高血
压 2%、肠梗阻 2%、动脉
瘤2%、糖尿病1%。

经 南 京 大
病数据库对比
及理赔分析，获
惠民健康保的
理赔后，市民个
人负担平均降
低 了 15% ，其
中 最 高 降 低
61.28%，预 估
全年完结赔付
率80%左右。

一年成绩单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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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成效 快速跨域立案

3月16日，花山区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
心）严格落实上级法院以及本院党组关于疫情防
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职
能作用，从快从实妥善应对一起涉疫情案件。

当事人汪某于 3月 16日一早来到花山区
法院立案庭，自称今年 2月 23日其与被告罗某
口头达成协议，约定被告向原告出售一次性口
罩3万只，货款8万余元，后原告当天通过银行
转账将全部货款转移至被告指定账户。但约
定履行期限届满后，被告迟迟没有发货，也未
按照协议要求退还货款并赔偿原告违约金。
由于本案标的物一次性口罩为疫情防控期间
群众生产生活重要物资，立案庭干警立即将案
件情况向立案庭庭长刘明荣进行汇报。经审
查，该案系买卖合同纠纷，由于被告住所地不
在本辖区，不属于本院管辖。为依法维护疫情
防控期间当事人诉讼权利，减轻当事人诉累，
花山区法院及时与被告住所地四川省乐至县
法院沟通协作，按照跨域立案操作规则为当事
人进行跨域立案。从起诉到受理仅用不到一
天时间，当事人汪某对花山区法院便捷高效的
诉讼服务给予充分肯定。

止纷争 线上线下调解

三月桃花开，各省的援鄂医疗队们胜利凯
旋，安徽省也在近日解除了封闭式管理。花山
区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正逐步恢复正常业务办
理，疫情期间诉前调解主要依靠“线上”调解，
现在“线下”调解也在同步展开。法官接待大
厅里当事人纷纷按照预约的时间来到法院，在
特邀调解员的主持下，进行当面协商。

3月 16日，原告潘某一大早匆匆赶到花山
区法院，向调解员潘红提交了一份撤诉申请
书，结束了这长达两个月的调解，原告在向调
解员表示感谢后离开了法院。原来，今年 1月
潘红接收了这起民间借贷纠纷，被告杨某某欠
原告 1000元，迟迟未还，不得已原告将其诉至
法院。潘红仔细翻阅了案卷，该案金额较小，
且有借条和转账凭证，事实清楚，联系过被告
后，得知被告也认可欠款，但就是拖着不想还，
经过潘红的耐心劝导，被告终于将欠款还清，
本案最终案结事了。

3月18日，原告杨某与被告刘某、徐某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也在调解员沈玉平的主持下双
方达成一致。杨某和刘某是朋友关系，两被告
为夫妻，刘某因资金周转多次使用杨某的信用
卡消费，金额累计达 10万余元，杨某又通过支

付宝“借呗”向刘某出借3万元，上述合计14万
元。刘某就该金额向杨某出具借条确认债权
债务关系。沈玉平多次通过电话劝导被告与
原告协商还款计划，因金额较大，被告目前经
济状况不好，最终双方让步，原告撤回对第二
被告徐某的起诉，刘某分期还款，每月向原告
支付3500元，直至还清为止。指导法官当场审
核本案的证据材料和调解协议后，及时向原被
告出具了民事调解书，并督促被告按期履行。

3月19日，调解员程军约了一起侵权责任纠
纷的当事人到法院。被告胡某饲养的金毛犬将
原告母女二人扑倒，造成两人受伤，原告要求被
告赔偿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合计三
千余元。程军接收该案后，一直在电话里与原被
告沟通，得知被告因为自己养的金毛犬扑伤了
人，已经将狗送回了老家，对于原告，被告非常愧
疚，但因为相关法律知识薄弱，也害怕被对方讹
钱，所以迟迟不愿出面协调。在此情况下，原告
认定被告是恶意躲避责任，非常气愤。程军在与
指导法官张晔沟通后，确认了原告诉请中合理的
部分，有理有据地组织双方调解，既抚平了原告
的怒气，也缓解了被告的担忧，最终本案以被告
赔偿两原告2100元且即时结清而告终。

今年以来，花山区法院持续深化诉调对接
工作，加强对诉前调解工作的宣传，引导当事
人积极主动的选择诉前调解流程，优化特邀调
解员队伍，强化法官指导对接制度，充分发挥
诉前调解工作的职能作用，大大减轻了当事人
诉累，提高了服判息诉率。

化纠纷 联手行政机关

3月 15日至 3月 17日，花山区法院联手桃
源街道等行政机关，快速有效化解一起群体性
讨薪事件，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企业职工的合法
权益。

花山区桃源街道辖区一家企业因经营不
善面临倒闭，自年前就一直拖欠着53名职工的
工资，眼见工资无望，群情激愤，但只有个别职
工选择了诉讼，其他职工准备疫情过后群体信
访。花山区法院立案受理个别职工诉讼后，了
解到案件的背景情况，联手桃源街道等行政部
门，有针对性地开展了法律、政策解释与安
抚。前后三日，在多部门协助下，通过对企业
和职工反复说理讲法、利弊分析，最终企业负
责人同意将法院已经查封的一套房产变卖，将
售房款先行支付工人工资。

解民忧 几经周折核查

2019年9月25日，被告钱某驾驶小轿车在马

鞍山市花山区花山路与党校路交叉口碰撞到原
告吴某，致原告受伤。事故经公安机关交警部门
认定，钱某负事故全部责任。钱某签完事故认定
书就走了，再也联系不上，吴某只能自行前往医
院进行治疗，治疗结束后索赔无门，万般无奈，只
能将钱某及涉案车辆投保公司平安杭州中心支
公司诉至花山区法院，请求赔偿其医疗费、误工
费、交通费和精神损失费合计11014元。

法官接到案件后，受防疫工作影响，首先
考虑远程调解，可一了解又犯了难，被告钱某
户籍地为安徽阜阳、电话关机，同时被告平安
杭州中心支公司也在外地、百度检索的联系方
式为空号，两个被告均无法联系，调解工作无
从开展。可如果就此搁置，等邮寄送达甚至公
告送达，当事人的权益又迟迟得不到维护，怎
么能更好更快的化解掉这起纠纷？承办法官
突然想起网上流传的六度分割理论“你和任何
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6个”。

几经周折，承办法官终于和第二被告委托诉
讼代理人对接上，经核查，原告诉请的精神损害
抚慰金因伤情较轻，不能支持，其余各项诉请均
在保险公司理赔范围内，肇事者钱某在本案的赔
偿责任得以免除。经过法院耐心细致的沟通及
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相关法律条文的解释，原告
吴某最终也同意撤回对被告钱某的起诉并放弃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请，与平安杭州中心支公司
达成一致意见，由平安杭州中心支公司七日内赔
偿其各项损失共计2500元整，诉讼费由吴某自
行承担，该案迅速实现案结事了。

巧执行 异地助力过户

买受人王某于 2月 28日在司法拍卖平台
上成功购得位于南京市溧水区的一处房产，并
按时缴足购房款。但是目前正处于疫情期间，
成交房产位于外地，如需办理过户需要执行干
警前往南京市溧水区当地方可，买受人王某想

要取得房屋产权可谓是阻碍重重。
买受人王某联系案件承办人，表示近期将

要去外地务工，希望尽快办理过户手续。了解
这一情况后，案件承办人与南京市溧水区不动
产政务中心取得联系，得知当地政务中心已经
开放这一好消息，经庭长批准后，执行干警前
往南京市溧水区，及时办理了房产过户手续，
并联系被执行人，将房产交付给买受人。买受
人王某及时取得了网拍房产的所有权。

促和解 线下执行调解

3月 10日下午，根据申请执行人朱某提供
的线索，花山区法院执行干警迅速出动，在市
江边某企业门口将被执行人成某堵个正着。
鉴于疫情防控期间，不宜将被执行人带回法
院，执行法官当场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分期履行。

经花山区法院判决成某应支付朱某运费3万
余元，因成某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朱某向花山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
承办法官多次通过网络查控及传统调查，均未发
现成某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通过电话传唤成
某到法院，成某也总以各种理由拖延，根据朱某提
供的信息上门寻找也未发现成某的踪迹。执行
法官随即与申请人朱某联系，告知其若发现被执
行人成某行踪后及时告知法院。

3月 10日 17时，申请人朱某打来电话，告
知执行法官被执行人成某正在市江边某企业
从事运输业务。花山区法院执行干警迅速行
动，及时在该企业门口“堵”到了成某，成某当
即表示愿意还款，但因刚买了二手货车从事运
输业务，所以还款能力有限，希望分期还清。
最终经过法官调解，双方达成和解，成某当场
通过微信支付朱某 1000元，剩余款项自 4月开
始每月还款2000元直至还清。

今年2月，是抗疫最艰难时期，花山区法院
被迫暂停了当前的诉讼业务办理。

这段期间，花山区法院特邀调解员沈玉平
接收了20件诉前调解案件，却因疫情原因不能
请案件当事人来院调解。案卷压在桌头，愁云
笼在心头。

立案庭庭长刘明荣法官提出,如果会使
用微信可以通过微信上调解。我豁然开朗：

“是呀，微信是当今人际交流最便捷的新型工
具，怎么能不会呢！什么QQ,什么微信，什么
美篇，什么小视频，什么图片处理，我统统都
会，并且甚是娴熟呢。”我即刻喜上眉头。立
即着手，毫不迟疑。

20件案件调解齐头并进。一件件先电话

联系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的，即刻与之建立
案件微信调解群，微信上确认当事人身份、当
事人送达地址；电脑上打好调解协议复制到微
信群，由双方当事人仔细阅后表态同意；交代
原告将证据原件寄至或疫情过后送至法院；结
束时向双方当事人致谢配合。一个个文字的
点击成句，一项项调解程序事项的完成，使整
个案件调解成功。尽管由于年老眼花，打字缓
慢，神经紧张，但整个调解过程中都伴随着愉
悦心情跳跃的白浪花。有时一天调成一件，甚
至有时一天调成两件，可谓忙忙碌碌。2月 11
日至25日，共微信调解成功11个案件。

花山区法院在市中院的统一组织下，自 3
月20日起至5月31日止，开展“践行初心 提标
争先”办案竞赛活动。党组书记、院长徐飞对
全院干警提出三点要求。

第一、广大员额法官要积极参与，把此次
活动当作岗位“大练兵”活动，当作司法责任制
改革的参考赛，多办案、快办案、办好案，改进
办案技巧，提升办案质效，总结办案经验。

第二、各部门要加强配合，合理调度案件，
广泛调动资源，整体联动，全力支持法官办案，
合力抓好清理当前积案。

第三、分管领导及各部门负责人要做到思
路清、方向明，定期召开调度会，制定目标数
据，对标对表，督导检查办案进度，以确保竞赛
目标实现。

人老心少追潮流 微信调解不含糊

开展“践行初心 提标争先”
办案竞赛活动

【调解员心得感悟系列报道】

党组书记、院长徐飞提出三点要求

花山区法院战“疫”期间执法办案不停歇

3月 11日，花山区法院正式启用数字化审
委会应用系统，建立数字化审委会会议室，成
为全市首家启用数字化审委会应用系统的基
层法院，为提高审判质效、减轻法官负累提供

“智慧支撑”，全面提升花山区法院审判委员会
工作信息化水平。

利用计算机网络、集中控制、多媒体、触控屏
等无纸化先进技术，将传统的纸质卷宗电子化，
为议题申请、议题审批、会议安排等工作提供方
便高效的现代化手段，能够完整、详实地记录审
委会研究案件全过程。外出办案或不在本地的
审委会委员还可以通过远程专用设备参加会议。

数字化审委会应用系统的成功启用，实现
了数字化审委会会议系统与法院业务管理系
统、信息化管理系统的无缝对接，有效提升了
审委会工作的信息化、高效化、标准化水平，标
志着花山区法院在智慧法院信息化建设方面
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花山区法院开启数字化审委会应用系统
提高审判质效 减轻法官负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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