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蹭了别人的车，别急着走

9 月 5 日上午，一男子开车去
办事，将车停在鄞州瞻岐镇文化广
场附近某停车场内。离开时，他因
为心急不小心蹭了一旁停放着的轿
车。男子下车查看，发现自己车损
情况相对较好，对方车损有点严
重。他看了看周边，心想又没人看
到，加上急着去办事，便心存侥幸
开车离开了。

一小时后，被蹭车辆的车主发
现自家车被蹭了，便拨打报警电
话。交警调取了附近公共视频，锁
定了肇事嫌疑人并打去电话，要求
他到交警队接受处理。

最终，交警部门认定，男子驾
车与其他车辆发生剐蹭后，没有通
过相关途径告诉对方，也没有向交
警部门报警备案，而是选择直接驾
车驶离现场以逃避相关赔偿责任，
他的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逃逸。随
后，他被处以驾驶证一次性记满
12 分、罚款 2000 元以及行政拘留
15 日的处罚。

“最近类似的案例不少，我这
边处理的 6 起事故，6 名肇事逃逸
当事人均被依法处以驾驶证一次性
记满 12 分、罚款 2000 元以及行政
拘留 15 日的处罚。”鄞州大嵩交警
中队事故处理民警告诉记者，在办
案中，他们发现很多人对于“交通
肇事逃逸”的相关知识一知半解，
有时还会自己“坑”自己。

交通肇事逃逸，后果
会很严重

交通肇事逃逸，会有什么样的
后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王兴云
工 作 室 负 责 人 王 兴 云 告 诉 记 者 ，

“交通肇事逃逸”的处罚要视情况
而定。

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 规
定：存在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如
果尚未构成犯罪，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 部 门 将 会 对 其 处 以 200 元 以 上
2000 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 15 日

以下拘留的行政处罚，此外还会对
其驾驶证一次性记满 12 分。

尤其要注意的是：如果交通肇
事逃逸者构成交通肇事罪的，除了
要追究刑事责任外，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还将会对其作出吊销机动
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
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相关法律
依据为 《刑法》 第一百三十三条：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
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
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对此进一步解释：交
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
部或者主要责任，并为逃避法律追
究逃离事故现场的，以交通肇事罪
定罪处罚。

还有“因逃逸致人死亡”的
概念也明确了：是指行为人在交
通 肇 事 后 为 逃 避 法 律 追 究 而 逃
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
死亡的情形。交通肇事后，单位
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
包 人 或 者 乘 车 人 指 使 肇 事 人 逃
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
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
处。此外，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
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
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
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
疾的，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
罪定罪处罚。

这9种情形属于“交
通肇事逃逸”

王兴云提醒各位驾驶员，发生
交通事故后，千万别急着走。因为
通常发生以下 9 种情形之一的，交
警 部 门 会 认 定 为 “ 交 通 肇 事 逃
逸”：

（一） 明知发生交通事故，交
通事故当事人驾车或弃车逃离事故
现场的；

（二） 交通事故当事人认为自
己没有责任，驾车离开事故现场
的；

（三） 交通事故当事人有酒后
和无证驾驶等嫌疑，在报案后不履
行现场听候处理的义务，弃车离开

事故现场后又返回的；
（四） 交通事故当事人虽将伤

者送到医院，但未报案且无故离开
医院的；

（五） 交通事故当事人虽将伤
者送到医院，但给伤者或其家属留
下假姓名、假地址、假联系方式后
离开医院的；

（六） 交通事故当事人接受调
查期间潜逃藏匿的；

（七） 交通事故当事人离开事
故现场且不承认曾发生交通事故，
但有证据证明应知道发生交通事故
的；

（八） 经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意
见或者未经协商给付赔偿费用明显
不足，交通事故当事人未留下本人
真实信息，有证据证明擅自离开现
场的；

（九） 交通事故当事人虽然没
有离开现场，交警到达现场进行调
查访问“谁是肇事驾驶员”时，隐
瞒事实真相，不主动承认，由其他
人冒名顶替的。

发生交通事故后，该
如何处理

那么，发生交通事故后又该如

何处理呢？
王兴云也给出了建议：在道路

上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驾驶人应
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
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
受伤人员，并迅速报警。注意：因
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
明位置。

未造成人身伤亡，当事人对事
实及成因无争议的，可以即行撤离
现场，恢复交通，自行协商处理
损害赔偿事宜；不即行撤离现场
的，应当迅速报警。仅造成轻微
财 产 损 失 ， 并 且 基 本 事 实 清 楚
的，当事人应当先撤离现场再进
行协商处理。

“还有大家最关心的蹭到别人
车了，对方不在场，车上也没留下
电话号码，自己又有急事要走，该
怎么办？”王兴云说，肇事方可以
留下字条说明情况，留下自己的车
牌号及联系方式等信息，将纸条放
置对方车辆前挡风玻璃处告知对
方。

同时，可拨打 110 或者 122 交
通事故报警电话，向交警部门说明
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地点、双方
车牌号、双方车辆的损失情况以及
自己的联系方式等信息，待对方得
知事故相关情况后，再由交警部门
进行处理。

关于“交通肇事逃逸”
知道这些法律“规则”不吃亏

■法眼观潮 凌义斌

9月 25日，在镇海车站路与
庙前路路口，两条车道的几辆私
家车争相为救护车进行“45 度
让路”，让出“生命通道”，使救
护车顺利通过 （见9月26日甬派
客户端报道）。

在现实生活中，救护车被堵
现象仍时有发生。而这则新闻读
后着实令人感动。“45 度让路
法”的发生，既是当时司机们自
觉选择的行为，也是社会文明在
交通方面的体现。

所谓“45 度让路法”，就是
指在拥挤的车阵中，遇到后方有
执行任务的紧急车辆，比如救护
车、消防车、警车等发出警报声
时，两条车道上的车同时向相反
方向斜向避让 45 度，以便让出
一条通道。

其实，根据《道路交通安全
法》规定，警车、消防车、救护
车、工程救险车执行紧急任务
时，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

可见，避让正在执行紧急任务的
特种车辆，乃是车主的法定义
务，应予以积极配合。

“45 度让路法”，是对驾驶
员技术的要求，实际上也是对社
会文明的考量。每名司机不一定
要做到 45 度标准避让，但每名
司机都要敬畏法则，尽力而为。

其实，“45 度让路法”并不
复杂，只要驾驶员深谙其理，操
作难度并不大。有关部门应多做
宣传和引导，让驾驶员在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在必要的时候
自觉进行“45 度让路”。同时，
对拒不礼让救护车的行为，有
关部门要加强执法，让法律长
出“牙齿”，用行动彰显决心，
才能真正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无
阻。

“45 度让路法”，让出的是
生命的通道，让出的是人性的温
度。期盼“45 度让路”能够成
为司机群体的共识和自觉行动，
充分展现出人性的温度，让我们
的城市更文明、生活更美好。

“45度让路”让的是
生命和人性温度

通讯员 郑茗月 史梦诗

工人因工负伤，公司相关人
员却对工人隐瞒可得的工伤保险
赔偿的真实数额，从中截留钱款
满足自己私利。日前，慈溪法院
审结一起诈骗案，两名被告人因
此获刑。

王坤 （化名） 是某建筑公司
的员工。2020 年 6 月，王坤在公
司某项目工地上劳作时被钢材砸
伤致左足趾骨骨折，住院治疗一
周，其间公司垫付了部分护理
费、生活费等费用。经鉴定，王
坤的伤残等级为十级。

事后，公司委派员工叶某
（化名） 处理王坤的工伤赔偿事
宜。在明知王坤可以获得 6.75 万
元的工伤保险赔偿金和误工费情
况下，叶某刻意隐瞒实际可赔金
额，与王坤约定赔偿金额 3.6 万
元。因叶某平时负责工地管理和
工人工伤问题处理，也在公司工
作了两三年，故而王坤对叶某并
未有所怀疑，配合着办理了工伤
保险申报手续。

按照保险赔偿程序，赔偿款
需要先由公司支付给王坤，保险
公司再根据公司提供的银行流水
证明及员工相关工伤材料，将赔
偿款拨付给公司。跟王坤“谈
妥”后，叶某又向公司老板娘李
某 （化名） 报告，称已和王坤商
定工伤赔偿额 4.2 万元，保险公
司多赔偿的部分，可由公司赚
取。想到公司能从中谋利，李某
同意了叶某的做法。

随后，两人经过商讨，由李
某分两次将 6.75 万元汇入王坤的
账户，再由叶某联系王坤，称这
笔钱中有部分是公司工程款和之
前垫付费用，需要他退回。同
时，叶某还十分“体贴周到”地
向王坤表示，一定会为他争取到
3.6 万 元 赔 偿 金 ， 余 事 不 用 操
心，安心养身体即可。

从王坤处拿到银行账号和密
码后，叶某立即从账户中取出了
3.15 万元，将其中 2.55 万元返还
给了李某，剩余 6000 元则被他
收入自己的“腰包”。之后，保
险公司根据叶某提供的材料，向
公司转付工伤保险赔偿、医疗费
等费用。

拿到赔偿款后，王坤和家人
越想越不对劲，询问保险公司，
得知十级伤残可获得的保险赔偿
远不止 3.6 万元，觉得有人从中
做了手脚，王坤立即向公安机关
报警。不久，叶某和李某相继落
网，并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
案发后，李某通过家属退赔王坤
经济损失，取得了对方谅解。

庭审过程中，两人对自己的
行为后悔不已。经过审理，法院
认为叶某、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
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
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根据
两人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最终
依法判处叶某有期徒刑八个月，
缓刑一年二个月，判处李某有期
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两人均
被处罚金 6000 元。

员工的工伤保险赔偿
竟然也敢截留
两名被告人因此获刑

日前，宁波海事法院与舟山市
人民检察院共同签署 《关于加强协
作配合推动海事审判与海洋检察工
作高质量发展的纪要》，双方就当
前海事审判与海洋检察中存在的一
些热点难点问题展开了交流讨论。
这标志着继宁波之后，浙江又一个
海洋城市的海事刑事案件管辖权归
属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海事法院是全国海事法院
之中首家海事刑事案件管辖试点法
院。该院自 2017 年 6 月受理全国海
事法院首例海事刑事案件以来，已
受理和审结一批海事刑事案件，这
些案件大多发生在宁波市域范围
内，由海警、海关和港航公安机关
移送起诉，宁波市检察院提起公
诉，宁波海事法院审理的海事刑事

案件，主要涉及海上交通肇事罪，
重大责任事故罪，非法收购、运
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走私普通货物罪和国家禁止进出口
的货物等犯罪。

舟山是浙江海洋经济发展先导
区，打击海上犯罪和保护海洋生态
环境任务极为繁重。为共同推进海
事审判“三审合一”改革试点和海

洋检察工作先行先试、创新发展，
舟山市检察院根据舟山海域司法实
际，会同宁波海事法院就海事刑事
诉讼、海商事诉讼、海事行政诉讼
及海洋公益诉讼等工作的协同和监
督问题进行了研讨，双方联手助推
海事审判与海洋检察工作的高质量
发展。

（通讯员 王舜毕）

舟山海事刑案管辖权归属宁波海事法院

不小心蹭到了路边停
放的车辆，这时你会怎么
做，是原地等待车主，还
是一走了之？事实上，很
多驾驶员对于交通事故的
处置流程不了解，往往会
不经意间选择错误，结果
触犯了法律，无责也变成
了全责。

蹭到他人车辆别急着
溜，否则后果可能会很严
重。前不久，鄞州就有这
样一个案例：一男子蹭了
别人的车后，因为有急事
就只管自己，一走了之，
最后变成交通肇事逃逸，
不仅驾驶证被一次性记满
12 分，还面临罚款、行
政拘留的处罚。有鉴于
此，记者采访了宁波交通
事故处置领域权威专家王
兴云，请他详细介绍与

“交通肇事逃逸”有关的
法律“规则”。

今年 58 岁的王兴云，从事
交通事故处理工作已有 36 年，
多次应邀参与全国重特大道路交
通事故调查处理和省内涉法涉诉
的道路交通事故疑难信访案件处
理，堪称我市交通事故处理领域
的“宝藏级专家”。

2020年 4月底，王兴云卸任
宁波市公安局交警局事故处理大
队大队长，本可退居二线的他，
又根据组织安排“出山”，进行

“开馆授徒”。当年6月17日，以
王兴云名字命名的交通安全工作
室成立，承担对内服务基层、培

养交通事故预防处理专业人才，
对外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责
任。

王兴云还组建了来自大专院
校、法律服务机构、医疗单位、
保险机构、汽车技术研究机构、
车辆鉴定机构和车联网人工智能
研究应用等领域的专家团队，继
续在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和处理战
线上奋斗。

王兴云工作室简介

新闻多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