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年讯 随着我国人均寿命不断提

高，已过退休年龄的老人仍然从事农业生

产或其他技术性不强的事务性工作的情

况越来越多，对于这些老人，如果发生交

通事故导致伤残， 能否要求赔偿误工费？

近日， 万年县人民法院对一起

79

岁老人

被撞受伤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作出判决，判决由保险公司赔偿原告胡某

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

共计

7

万余元，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万年县某镇的卫生清洁工作由某公

司承包， 原告胡某自

2012

年起在该镇从

事清扫工作，由某公司发放工资，每日工

资

50

元左右。

2021

年

9

月

3

日

17

时

35

分，被告李某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因未与

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且操作不当，碰撞到由

原告胡某驾驶的三轮电动车，造成三轮电

动车驾驶员胡某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该

事故经交警大队作出事故认定书，认定李

某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胡某负此次事

故的次要责任。 事故发生后，胡某被送往

医院住院治疗

31

天。出院医嘱：全休三个

月等 。 原告为此花费医疗费

34182. 68

元。

2021

年

12

月

13

日，原告的伤情经鉴

定中心鉴定为十级伤残 ， 后续治疗费

2000

元。 原告为此花费鉴定费

3200

元。

李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

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 现胡某起诉，要

求李某及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后续治疗

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等各项损

失共计

76980

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我国坚持劳有所

得，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公民有通过自

身的劳动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 误工费

是因受到人身损害导致不能正常工作而

减少的合理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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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

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本案中原

告胡某事故发生时虽年满

79

周岁，但根

据其提供的公司证明以及银行流水 ，其

在事发前仍然在某镇从事清扫工作 ，具

有一定的劳动能力， 并通过自身的劳动

获得较稳定的收入， 故其因交通事故导

致收入减少时，要求赔偿误工费，应当得

到支持。故万年法院结合误工时间、工资

情况等支持原告主张的误工费， 判决保

险公司支付原告胡某医疗费、 伤残赔偿

金 、 误 工 费 等 各 项 经 济 损 失 共 计

70188.88

元。 （ 柴润香）

铅山讯 初冬时节，走进铅山县陈坊乡，苍翠的鸢峰山层

林尽染，色彩斑斓，装扮着山区乡村，徜徉其中，犹如闯入油画

世界。陈坊河两岸四季常青的绿植在清澈的河面倒影中荡漾，

村民们三五成群在簇新、洁净的华府路上漫步，谈笑风生，沿

路的农家小院干净整洁，一幅“ 人在景中走，如在画中游”的美

景。近年来，陈坊乡持续走绿色发展之路，实施“ 旗帜工程”“ 标

杆工程”“ 特色工程”“ 邻里工程”，释放乡村治理大效能，让山

更绿、水更清、天更蓝、土更净，描绘出生态美、产业美、田园

美、庭院美的宜居乡村新图景。

实施“ 旗帜工程”，提升乡村治理“ 硬实力”。北宋状元刘辉

是陈坊乡沽溪人，是铅山县首位状元，乡党委结合状元文化做

实唱响“ 状元故里状元红”党建品牌，充分利用“ 状元大讲堂”

平台，统一党员干部思想，提升干部素质，营造干事创业的良

好氛围。 目前开展“ 状元大讲堂”主题授课

18

次；评选出状元

村、榜眼村、探花村，并给予奖励；选树优秀党员、优秀志愿者、

先进个人

30

余人，营造出干部群众创先争优、积极向上的良

好氛围。 随着“ 状元故里状元红”的入脑入心，该乡乡村治理

“ 硬实力”得到了有力提升。

实施“ 特色工程 ”，提升乡村治理“ 软实力 ”。 该乡积极

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 十县百乡 ”项目试点工

作，探索创新了“ 三个特色 ”便民优质服务工作 。 特色便民

服务。 依托便民服务中心建设政务公开专区 ，实现一门办

事；特色讲解窗口。 汇编了《 陈坊乡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及办

事指南》 ，对办事服务信息加以集成优化简化 ；特色办事评

价，推出状元之星 。 陈坊这项工作成功入选全省试点工作

优秀案例。 该乡还探索纪委监督“ 季度工作法”。 即：每季度

对一项重点工作进行监督 ；每季度在全乡开展最少一次警

示教育宣传；每季度对村级财务进行一次抽查 、督查 ，督促

规范财务管理 ；每季度对全乡干部作风进行最少一次明察

暗访，发现问题严肃查处。

实施“ 标杆工程”，提升乡村治理“ 内生力”。“ 为充分发挥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争先意识和工作积极性， 我们在全乡各

领域各单位开展‘ 状元之星’评选活动。以此‘ 标杆工程’，提升

乡村治理的‘ 内生力’。 ”陈坊乡党委书记林积专介绍说。 该乡

坚持“ 分类评比”考核模式，推动各项工作落地。每月辖区内本

地干部、党员、脱贫户、群众四类群体进行评比并在相应场所

公示，激励全乡党员干部争当带头模范、村民榜样，以实际行

动激发带动村民参与到乡村治理中去。

实施“ 邻里工程”，提升乡村治理“ 凝聚力”。该乡通过实施

“ 状元故里状元红”党建品牌，以抓党建促乡风文明。健全完善

以维护生产经营秩序、强化治安防控、履行法律义务等为基本

内容的村规民约，形成遵纪守法、崇尚道德的良好氛围。 该乡

发挥村民自治核心作用，以构筑和谐邻里关系为重点，以“ 赣

事好商量”为主体，组织发动群众制度化参与农村各项事务。

该乡还通过发展产业解决就业，开展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生活，

从根本破除群众打牌赌博、信教等问题，引导群众红白喜事简

办，全面推进移风易俗，全乡形成了乡村治理的强大凝聚力。

2022

年，全乡拆除农村危旧闲置房

90

余幢，

11000

余平方米。

拆除家禽家畜圈舍

140

余处，铁皮棚

20

余处，共计

1500

余平

方米。 乡村道路变宽了，环境更美了。

（ 陈万民 王琛）

警方行动

老人丢钱闹乌龙 细心民警帮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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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德兴市司法局

入选江西首批行政复议工作规范化示范单位

万年法院：

“法律服务链 ”助法律服务提档升级

本报讯 卓雯玉 记者贺巍报道：近日，上饶中院宣判一起

学校教师猥亵未成年女学生的刑事案件， 对原审被告人钟某

某改判禁止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该案系《 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

<

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

见

>

》 实施以来， 上饶中院首次对教职员工性侵害未成年人

的，依法宣告终身禁止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属上饶

市首例。

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钟某某系余干县某中学的教师兼班

主任，被害人小玉（ 化名） 、小红

(

化名）系其班内学生。 钟某某

在其任职期间，以被害人小玉的父亲有事找小玉为由，将小玉

带到其租住的民房，强行抚摸小玉隐私部位，亲吻小玉。 以送

被害人小红回家为由，驾车将小红带至一地下停车场，强行亲

吻小红，因小红强烈反抗而未得逞。

余干县人民法院以被告人钟某某犯强制猥亵罪， 判处有

期徒刑， 禁止被告人钟某某在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三年内从

事教师职业。 该案因检察院抗诉，移送至上饶中院审理。 上饶

中院经审理，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及

2022

年

11

月

15

日起实施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

<

关

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

>

》 ，维持原判定罪量刑，改判禁

止原审被告人钟某某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 即终身

不得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

据了解，为防止犯罪人“ 重操旧业”、再次犯罪，

2015

年，

刑法修正案（ 九）增加第三十七条之一，规定了从业禁止制度，

期限为三年至五年。 此后，为强化对未成年人保护，

2020

年修

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新增了第六十二条， 针对密切接触未成

年人的工作规定了终身禁业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法

律的适用问题。 为此，《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

部

<

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

>

》出台，明确裁判规则，规

定教职员工实施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犯罪的，人民

法院应当依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 判决禁止

其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 即终身不得从事密切接触

未成年人的工作。

办案法官表示，钟某某在案发时作为教师，本应遵师德规

范、守师德底线，却在教学过程中猥亵未成年学生，违背了职

业道德，触犯了刑法，给未成年被害人的身心造成严重伤害。

上饶中院改判终身禁止钟某某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工作，

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对犯罪分子的严惩，有利于预防再

次犯罪，为未成年人健康安全成长给予最有力的法治保障，建

起未成年人保护的“ 防火墙”。

本报讯 周强 记者贺巍报道：

2022

年，德兴市司法局注

重发挥行政复议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齐心协力

打造“ 江西行政复议”红品牌，着力在行政复议标准化建设、

行政复议队伍建设、行政复议应诉出庭率等方面下功夫，成

功获评“ 全省首批行政复议工作规范化示范单位”。

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从源头上降低行政案件数量。

全面提升行政执法能力水平，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持续优化法治营商环境，不断树立规范执法新形象；深入推

进行政执法“ 三项制度”，扭住行政执法源头、过程、结果三

大关键，确保执法信息公开透明、执法全程留痕可溯、重大

执法决定合法有效； 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

道作用，积极推进行政复议申请便利化，加强与被复议机关

的联动和对复议申请人释法工作，努力实质化解行政争议，

千方百计降低行政诉讼案件数。

2022

年该市行政应诉案件

仅

1

件，较

2021

年下降了

75%

。

强化领导干部法治素养，在过程中提高出庭应诉率。通

过组织开展“ 法治大讲堂”等方式，邀请专业人士授课，进一

步阐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重要意义， 帮助行政机关

负责人消除“ 怕出庭”的抵触情绪和“ 怕败诉”的畏难心理。

并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纳入全市综合考评， 进一

步压实了责任。

2022

年，全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超过

90%

，高于省政府提出的目标。

提升行政应诉能力水平， 在结果上降低行政案件败诉

率。在全市各乡镇、街道和各行政执法单位全面建立健全法

律顾问制度，并明确法律顾问的职责包括为重大决策、重大

行政行为提供法律意见，参与处理行政复议、诉讼、仲裁等

法律事务；全面加强对行政执法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督，积

极解决行政执法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 积极探索建立行

政诉讼之前的“ 自我纠错”体系；对以往出现的败诉案件进

行逐件分析讨论，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层次剖析，尤其是对

各级法院出具的司法建议书，积极整改落实。

抓实优化营商环境成果，畅通渠道便利企业优质发展。

该局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 一号改革工程”的决策部署，制

定并印发了《 开展“ 行政复议进园区、 商会、企业”专项法律

服务活动方案》的通知，成立“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队”并组织

开展“ 入企走访连心”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增强发展信

心。通过问卷调查、走访座谈等方式了解企业的行政复议法

律服务需求，梳理涉企行政复议案件多发领域及多发问题，

提出有效防范建议

50

余条，受理市场主体申请的行政复议

案件

6

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约

250

万元。

万年讯 万年县人民法院认真落实省委深化发展和改

革双“ 一号工程”战略部署，立足审判职能，强化司法服务，

创新工作机制，在设立万年县产业链诉调对接中心基础上，

探索建立“ 链长

＋

院长”工作机制，深度对接万年县纺织新

材料、机械电子、食品药品等产业链，构建起与产业布局相

匹配、与产业体系相融合、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的“ 法律服

务链”，有力推动了产业链法律服务提档升级。

万年法院牢固树立“ 党委、政府工作推进到哪里，司法

服务保障就跟进到哪里”的理念，精准贯彻县委、县政府出

台的《 万年县产业链诉调对接中心工作机制》的精神，多次

深入走访调研产业链责任部门、工业园区、县工商联及各商

会、链上企业并召开座谈会，不断完善司法应对举措，提出

并建立司法融合产业链发展的“ 链长

＋

院长”工作机制，制

定了三条服务保障工作模式， 为链上企业提供精准司法服

务保障。 一是优化平台载体质效，服务机制“ 扎实有力”。 继

续围绕企业法律需求，放大“ 产业链诉调中心”品牌效应，畅

通服务渠道，促进园区、企业、法院主体衔接、制度衔接、程

序衔接，构建完善全时空和全业务的“ 产业链

+

法律服务”

体系，提高服务企业质效。 二是优化服务资源配置，服务措

施“ 精准有效”。 建立产业链法官服务团队定向定制服务机

制，明确服务内容、时间、数量，提供精准服务，推进审判团

队与产业链企业定期交流沟通机制， 分析研判经营中的法

律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提供涉企劳动用工、风险防控、合同

管理、纠纷处置等精准法律服务。 以链核企业为切入点，切

实掌握各类企业法治需求， 发放企业重点领域公共法律服

务产品指引、案例汇编、宣传手册等宣传资料，针对企业需

求组织服务团队定期开展法律讲堂，实现法治“ 全科检查”

向“ 重点体检”转变，更加突出针对性、实效性，为重点企业

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三是优化三大产业链联盟，服务

项目“ 持续有为”。优化纺织新材料、机械电子、食品药品“ 产

业链

+

法律服务”联盟，进一步加强与

15

个成员单位的协

作、配合、沟通，通报工作动态，发挥调解员团队力量，调动

成员积极性、主动性，让他们参与案件调解，把矛盾化解在

诉前。 （ 丁家茂 吴小飞）

本报讯 毛梦霞 记者杨小军报道：近日，在广丰区处非

办的组织协调下，广丰区人民法院联合区金融办、区公安局

经侦大队、区民政局走进广丰区老年大学，为

50

余名学员

宣讲防范养老诈骗和集资诈骗的法律知识。

本次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宣讲活动，法官

从犯罪分子的养老诈骗手法套路入手， 结合不同类型的

养老诈骗案例，传授了防骗指南，提醒学员们树立安全意

识、保护好个人隐私 、自觉抵制高利诱惑 ，守护好自己的

“ 钱袋子 ”，为学员们讲授了一堂生动形象的宣讲课 。 第

二阶段是互动阶段， 参加活动的法院干警发放了养老诈

骗宣传资料

50

余份 ，同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热情解答

学员们关注的各类法律问题。 全体学员积极互动，踊跃提

问，现场气氛热烈。

宣传活动结束后，学员们纷纷表示，开展打击整治养老

诈骗与集资诈骗行动， 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老年人群体的关

心和爱护，这次宣讲活动，我们深受教育，今后不仅自己要

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还要向身边的家人朋友做好宣传教育

工作，共同为营造“ 不敢骗、不能骗、骗不了”的浓厚社会氛

围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报讯 吕荣飞 记者杨小军报道：人民群众

的安全感和对公安工作的满意度一直是玉山公

安民警不懈奋斗的原动力和追求目标， 急人民

之所急， 想人民之所想，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

“ 急难愁盼”问题，体现在民警办理的每一起案

件中。 近日，玉山县公安局下塘派出所和刑警大

队民警就处理了一起蹊跷的“ 入室盗窃案”。

“ 喂！派出所吗？我家里遭贼了！求求你们，

一定要帮我抓到贼啊……”近日，下塘派出所

接到群众报警，报警人是下塘乡新塘村的一位

老人，从电话里，听得出老人当时异常焦急。民

警火速出警赶到老人家中。

“ 钱被偷了！

4

万多块啊！ ”见民警到来，

老人说了事情的原委。 据了解，老人今年

68

岁，儿女都在外地务工，他自己平常靠打些零

工生活，省吃俭用存了一些钱，大约有

4

万元

左右，因为年纪大了，不愿经常到银行存钱，

把现金都放在一个奶粉罐里， 而奶粉罐放在

家中阁楼的一个隐蔽处……当天上午， 他因

要喝亲戚家的喜酒凑份子，就去阁楼取钱，结

果发现装钱的奶粉罐不翼而飞。 他第一反应

就是家里遭贼了，于是报警。

群众利益无小事。 下塘派出所同步将“ 案

情”通报给局刑警大队，刑警大队也立即组织精

干警力赶到现场开展调查工作。 民警通过勘查

和走访调查，并未发现任何疑点，老人家中门窗

完好，藏钱的阁楼也无被人乱翻乱动的痕迹，其

家周边在“ 案发”时段无可疑人员往来……

民警犯难了，问老人是否将藏钱的奶粉罐

转移到其他地方？老人想了想，不太确定地说：

“ 应该不会吧？ 我印象当中没有转移过奶粉罐

啊！ ”对此，民警又认真梳理了一遍“ 案情”，反

复观看了相关视频，依然毫无头绪。“ 大爷，要

不我们帮您在家中再找找吧？万一您（ 把钱罐）

放在其他地方，并不是被偷了呢？”民警实在找

不到有效线索，就征询老人意见。老人答应了。

“ 这里有个奶粉罐！ 大爷，您来看下，是不是这

个？”民警细致地在老人家中找了半个多小时，

在一处隐蔽的角落里发现了奶粉罐，与老人所

描述的“ 被盗”钱罐一致。

“ 啊！ 就是这个！ 怎么……怎么会放在这

里了？一分（ 钱）没少！”老人打开奶粉罐，里面

赫然装着所有的积蓄，还有一张存折！倒出来

数，

4

万余元现金积蓄全在。“ 谢谢！ 谢谢啊！

要不是你们认真负责帮我找， 我自己真的忘

记找不到了！ ”所有积蓄“ 失而复得”，老人对

民警既感到不好意思，又万分感激。“ 大爷，这

次虽然是个误会， 但是钱还是要存进银行比

较保险啊。 ”虽然闹了个“ 乌龙”，但民警毫不

介怀，笑着劝导老人。

为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法治

意识、自我防护意识，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

的发生，近日，铅山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走进

辖区武夷山镇街道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

宣传主题活动。 活动中，民警针对农村群众交通

安全意识淡薄以及村民出行的特点，通过发放宣

传资料、面对面讲解等方式，耐心细致地向村民

们讲解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超员超载、超速、疲

劳驾驶、骑乘电动车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驾乘

汽车不系安全带、三轮电动车违法载人等交通违

法行为的危害

,

以及冬季出行注意事项等相关交

通安全知识。 重点以辖区典型事故案例开展“以

案说法”， 让村民通过事故案例体会到严重交通

违法行为的危害性，提醒广大村民要自觉遵守交

通法律法规，养成良好道路交通出行习惯，有效

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王俊涛 记者 杨小军 摄影报道

广丰：

防 范 养 老 诈 骗 宣 传 走 进 老 年 大 学

建起未成年人保护的 “防火墙 ”

我市法院判决终身禁业第一案

陈坊乡：“四项工程”释放乡村治理大效能

79 岁老人因车祸受伤

主张误工费获法院支持

交通安全宣传进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