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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化法院：确保查纠整改走深走实
本报讯（通讯员 蒋韶）近日，安化县人民法院召开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查纠整改环节工作推进会。党组书记、院长李杨亚出席会
议并作重要讲话，党组成员、副院长曾来生主持会议，全体干警参会。

李杨亚表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已经进入查纠整改环节，要
以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自我革命精神，坚持“自查从宽、被查从
严”政策，紧扣“清除害群之马、整治顽瘴痼疾”目标任务，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对队伍存在的痼疾毒瘤来个“大扫
除”，对群众最怨最恨最烦问题来个“总清算”，确保查纠整改走深走
实，取得实效。

他说，一要提高认识，放下包袱，推动自查自纠深入彻底；二
要严密组织，紧跟线索，突出被查从严 ；三要挂图作战，压实责
任，确保取得实效。

一场车祸让昔日恋人对簿公堂
法院耐心调解解心结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
记者 曾雨田 通讯员 李艳 ）近
日， 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成功
调解一起单方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案， 帮助一对昔日恋人解开
心结、泯散恩怨。

2019 年 3 月 ，小雨 （化名 ）
在亲戚的介绍下认识了同乡小
俊（化名），两人互有好感。 一个
晚上，小雨在微信上告知小俊，
自己身体有些不舒服。 小俊立
即带上零食水果驱车赶至小
雨上班处探望 。 见小俊这么
关心自己 ， 小雨对小俊的好
感再添几分 。 之后 ，意外发生

了 。
等小雨下班后 ， 小俊驱车

送小雨回家。 途中，小俊驾驶的
车辆撞上路灯， 经交警部门鉴
定，小俊负事故全部责任，小雨
不负事故责任。

但在这次车祸中 ， 小雨头
部受伤较重，被紧急送往医院，
花去医治以及后续整容等费用
共计 11 万余元。 尽管经过了整
容修复， 但小雨的容貌与之前
相比，仍有很大变化。 经鉴定 ，
这次事故给小雨留下了精神
损伤 、 躯体损伤两个九级伤
残 。

之后， 双方对于赔偿等事
宜多次协商， 但始终无法达成
一致，矛盾愈演愈烈。

2020 年 9 月， 小雨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小俊承担
自己受伤的全部责任， 赔偿医
药费 、误工费 、护理费 、伤残赔
偿金等多项损失共计 44 万余
元。

一审法院判决后 ， 双方均
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期间，尽
管双方并未再提交新的证据 ，
但考虑到双方都上诉， 为进一
步查明事实、了解双方诉求，合
议庭决定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当天， 小雨和小俊再次当
庭对峙， 两人一见面情绪都非
常激动。 在审判长的劝解和主
持下，庭审回归正常秩序。

法官助理肖芝乐介绍 ，合
议庭在研究的时候， 着重就案
件是否属于好意同乘， 是否可
以减轻男方责任等作了深入讨
论，“最终一致认为符合好意同
乘的情形， 但考虑到双方都有
调解意愿，便决定以调解为主，
争取双方和解”。

经过反复多轮调解 ， 双方
达成一致： 除已垫支的医疗费
用外 ， 小俊再赔偿小雨 23 万

元。 调解文书出具当天，小俊当
场向小雨支付了 23 万元，二人
现场签字确认相关文书， 案件
圆满结案。

离开法院前， 小雨说 ：“法
官跟我做工作时， 自己有些话
隐忍了这么久， 带着严重的情
绪，他们也没半点见怪，还把法
律讲得明白、道理说得清楚。 我
也懂理的 ， 所以接受调解方
案。 ”

小俊也表达了谢意：“感谢
法院和法官，两年了，我们确实
应该向前看， 也终于可以轻松
向前了。 ”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
南记者 曾雨田 通讯员 邹
晴 李进凯 ）近日，宁乡市人
民法院灰汤人民法庭审结了
一起依《民法典》申请撤销婚
姻的案件， 妻子余某某因婚
前隐瞒了患有精神分裂症的
重大疾病， 丈夫陈某以侵害
了其知情权为由， 起诉要求
撤销婚姻，获得法院支持。

余某某在高中时便患有
精神分裂疾病 ， 曾先后 4 次
在宁乡市精神病医院住院治
疗。 2020 年 6 月，经媒人介绍，
余某某认识了陈某，两人随即于
同年 9月底办理了结婚登记手
续。

婚后 ， 陈某在共同生活
中发现了妻子的 “怪异 ”，余
某某不时会出现无故痴笑 、
自说自话等异常行为 。 为了
弄清缘由， 陈某将余某某送
至医院， 并反复追问余某某
亲属， 最终得知余某某患有

精神分裂疾病。 而陈某对此
完 全不 知 情 ， 且在 婚 前 的
健 康 检 查中 ， 也 未 对精 神
方面的疾病进行筛查 。

得知结果后， 陈某要求
离婚， 而余某某一家则不同
意，无奈之下，陈某只能来到
灰汤人民法庭起诉。

据悉，《民法典》实施前 ，
法律上只规定有因胁迫结婚
的， 受胁迫一方可以向人民
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 《民法
典》实施后，出于对现实生活
的考量， 新增了一方患有重
大疾病， 在婚前未如实告知
另一方的， 另一方可以向人
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 本案
中， 被告余某某在婚前便患
有精神分裂疾病 ， 经法院审
理查明， 属于在婚前隐瞒了
自身患有重大疾病的事实 ，
故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撤销
原告陈某和被告余某某的婚
姻。

本报讯 （通讯员 彭紫薇）
“太感谢吉首法院了， 我们建
设生产基地正缺钱，有了这笔
钱，我们就能够尽快生产疫情
防控所需的药物了。 ”近日，吉
首市人民法院将一笔高达 8.8
亿元的涉案资金执行到位，并
在 3 个小时内将 9640 万的退
赔款项交给了申请执行人。

2017 年 10 月， 吉首法院
对广西某某实业有限公司法
人许某某职务侵占 、 挪用资
金、单位行贿罪一案作出一审
判决，将被告人许某某利用职
务侵占所得的违法收益 8.8 亿

元予以没收。 许某某不服，上
诉至湘西州中级法院，因为案
件情况复杂 、证据繁多 、涉及
面广，湘西州中院反复开会研
究讨论，并多次向上级法院请
示汇报。 2020 年 12 月 ，州中
院作出判决 ，认定吉首法院
判决定性准确 、 量刑适当 ，
维持原判 。

为了尽快解决申请执行
人资金难题，发挥人民法院维
护稳定第一责任，助推该国有
企业复工复产进入正常轨道，
吉首法院加大执行力度，院领
导多次带领精锐干警奔赴外

地执行，全力推进涉案资金追
缴工作。 经过吉首法院系列铁
腕措施，2020 年 3 月， 涉案资
金 8.8 亿元全部追缴到位 。 4
月 9 日上午 9 点，广西某制药
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某某来到
吉首市人民法院，仅用 3 小时
就办完了所有的领款手续。

拿着签完字的执行案款
审批表 ， 黄某某不断表达感
谢，“法官们急我们所急，我们
没来吉首之前一直提醒我们
赶快来领钱，来到了法院之后
又尽心尽力帮助我们办各种
手续，感谢法院”。

桂阳法院：将庭审开进医院

庭审现场

本报讯（通讯员 刘小武 肖容）近日，桂阳县人民法院刑事
审判庭将法庭“搬”进县第一人民医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
李某涉嫌诈骗罪一案，并当庭宣判，对李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
刑 2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 万元。

考虑到李某患有肾病住院，行动不便无法到法庭开庭，桂阳
法院刑事庭法官决定将该案“搬”到医院开庭审理。庭审前，法官
向医生及李某本人询问了其病情和精神状况， 在确保李某的身
体状况可以参加庭审后，李某与其指定辩护人参加了庭审，李某
家属在现场旁听。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9 月，被告人李某
某提交虚假的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收费票据、 门诊处方笺等凭
证，向桂阳县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报销其“肾移植”手术后购买药
品的费用，非法获取医疗补偿金 130585.1 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李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
公私财物，数额达 130585.1 元，数额巨大 ，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
鉴于被告人李某某主动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构成自
首，且自愿认罪认罚，遂作出上述判决。李某当庭表示服从判决，
不上诉。

婚前隐瞒重大疾病 法院判决撤销婚姻

吉首法院有力护航企业发展
追缴到位 8.8亿元涉案资金

法官说法： 婚姻自由是
我国婚姻制度的基本原则 ，
婚姻自由的本质是缔结婚姻
双方的当事人所作出的意思
表示，应当是没有瑕疵的，是
建立在双方相互了解信任的
基础之上的。 一方婚前患有
重大疾病， 在婚后可能会加
重双方的经济负担， 甚至影
响另一方的身体健康及所生
育后代的健康， 属于应当告
知对方的重大事项， 保障婚
姻另一方当事人对该事项的
知情权，属于应有之义。只有
婚姻另一方当事人在知晓此
项重大事项后， 仍然作出的
缔结婚姻的意思表示才是无
瑕疵的， 才符合婚姻自由的
本质。 明知自己婚前患有重
大疾病， 却故意对另一方隐
瞒， 严重侵犯另一方当事人
的知情权， 也破坏了婚姻自
由的原则。

■以案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