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法治报通讯员 童画

“最让我们感动的是， 检察官

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 不仅为我们

申请到了司法救助， 还积极帮我们

联系法援律师……通过检察官和律

师的帮助， 我们才看到生活的希

望。” 这是一封从山东一个小村庄

寄来的感谢信， 寄件人就是王大

叔。 王大叔是一起国家司法救助案

件的申请人。 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

通过多样化救助， 挽救了一个岌岌

可危的家庭。

小王不会想到， 他生命的终点

会来得这般突然。 那天， 男子江某

将车停在校门口准备离去时， 被正

在执勤的学校保安小王发现， 小王

上前劝离， 不料， 两人却发生争

执。 后江某明知小王站于其车辆左

前侧， 仍驾车加速驶离， 致使小王

被撞倒并碾压， 小王后因医治无效

死亡。

两个月后， 江某因涉嫌故意伤

害罪被公安机关移送至浦东新区检

察院审查起诉。 审查后， 浦东新区

检察院将此案报送上海市人民检察

院第一分院。 几个月后， 江某因犯

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

剥夺政治权利 3年。

在办理江某涉嫌故意伤害案

时， 浦东新区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

发现被害人小王家庭经济困难。

在办案中， 检察官接触到了小

王的父亲王大叔， 了解到这个丧子

家庭的现状。 小王家庭原成员 4

人， 父母在家务农， 母亲多病， 妹

妹还在读书。 原来在沪打工的小王

是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 小王去世

后， 家里断了主要收入来源。 案发

后江某一直未给出任何赔偿， 也无

社会组织或者机构给予补助或者救

助。 这个家庭一下子陷入困窘之

中， 妹妹的学业也难以为继。

王大叔一家的困境引起了检察

机关的重视， 刑事检察部门将该线

索向控申检察部门反馈， 控申检察

部门迅速行动， 了解案情， 特别是

被害人情况及加害方赔偿情况， 初

步审查是否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条

件， 并依职权启动司法救助程序。

随后， 控申检察部门承办检察

官与王大叔取得联系， 告知其申请

国家司法救助的权利。 在王大叔申

请后， 检察机关立即开展对其家庭

生活状况、 受损程度的核查工作。

同时， 承办检察官加快办案节奏，

在 4个工作日内即作出国家司法救

助决定， 一次性给予申请人王大叔

人民币 3 万元的国家司法救助金，

以解其燃眉之急。

在办案中， 承办检察官发现小

王的死亡可能符合工伤认定。 但王

大叔说， 他也曾向儿子所在公司提

及此事， 可对方称双方签订的是劳

务合同而非劳动合同，不能算工伤。

王大叔请不起律师，只能作罢。

承办检察官知道后， 立即去查

阅了相关法律， 又去咨询了从事劳

动纠纷的专业人士， 她发现该公司

的回答并不准确。 于是， 检察官将

了解到的情况与王大叔进行沟通，

并与浦东新区法律援助中心沟通，

为其提供法援律师， 将其诉求导入

到法律程序， 维护其合法权益。

最终， 历经劳动仲裁、 民事诉

讼， 在小王过世一年后， 王大叔家

终于获赔 70余万元。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此前， 上海一名七旬

老人 3年在文峰美发消费 200 余万

元引起广泛关注。 3 月 22 日，在普

陀区市场监管局的协调下， 双方进

行了首次调解，未达成调解协议。

3 月 22 日， 文峰美发总部工

作人员以及老人家属代理律师， 在

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管局长寿所的

协调下， 进行了首次调解。 调解

中， 文峰总部承认老人 207 万元在

店消费， 其中还有 35 万元的款项

尚未消费， 文峰方面表示愿意退还

这一部分钱款。 至于老人转给历峰

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 上海市驰

莘烟草专卖店以及查小燕个人的款

项， 文峰总部则表示不清楚。

对于这一主张， 老人家属代理

律师表示异议， 要求退还文峰进账

款项的一半。 双方由于未能达成一

致， 首次调解并未达成调解协议。

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管局长寿

所的工作人告诉记者， 虽然首次调

解未达成调解协议， 但双方表示私

下还会继续协商。

据此前报道， 2019 年， 老人

突患中风行动不便， 家属在整理老

人东西时发现一个信封， 里面装有

一沓消费账单 。 账单显示 ， 从

2016 年到 2019 年， 老人竟消费了

235 万元。 其中， 仅 2017 年 5 月

31 日当天就消费了 41.7 万元， 分

两笔消费， 一笔 33 万元， 另一笔

8.7 万元。 经家属查证， 这些钱大

部分是老人在自己楼下的文峰美容

美发 （长寿店） 消费的。

家属梳理老人消费票据发现，

消费服务涵盖理发、 美容、 艾灸、

按摩等项目。 而小票收款方是静安

区航峰理发店、 湖南品峰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历峰贸易(上海)有限公

司、 上海市驰莘烟草专卖店 4 个账

户， 以及一个名为“查小燕” 的个

人账户。

□通信员 黄海华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第十

届中国花卉博览会消防安保工

作， 提升森林灾害事故处置应

急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 3 月

22 日下午， 崇明区消防救援

支队隆重举行第十届中国花卉

博览会消防安保誓师大会暨森

林灭火救援实战演练。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近日， 某三轮摩托车

车友会的 14 名骑手相约前往崇明

岛郊游， 当车队浩浩荡荡行驶到宝

山区石洞口客运码头准备摆渡过江

时， 却被边防港航公安分局的民警

一一拦了下来。经调查，这批三轮摩

托车均为边三轮摩托车， 被摩友称

为“侉子”，大多悬挂着外省市颁发

的机动车号牌， 按规定不得在本市

的绝大部分道路上行驶， 而盛石路

也在禁行区域内。对此，民警对这批

外牌的“侉子”摩友给予了罚款 200

元，记 3分的行政处罚，并要求摩友

自行将车辆装运离开禁行区域。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记者从市道路运输事

业发展中心获悉， 从 3 月 27 日起，

本市将陆续开通 18 条清明扫墓定

点班车， 其中免费短驳班车 12 条，

共投入 337辆营运车辆， 覆盖本市

嘉定、 青浦、 崇明等十余家公墓。

据预测， 今年清明期间全市将

有 448 万人次、 69 万车次出行祭

扫， 人车流量集中在 3 月 27、 28

日， 4 月 3、 4、 5、 日五天， 其中

4 月 4 日 （正清明 ） 为极端高峰

日， 人、 车流量分别达 131 万和

20 万。 每日 7： 00—11： 30 为祭

扫客流高峰时段， 4 月 4 日 13：

00—16： 30将是返程客流最高峰。

按照本市交通客运行业新冠肺

炎疫情人物同防最新措施要求， 地

面公交行业对公交扫墓班车车辆将

严格做好相关疫情防控工作， 一是

每天营运后必须消毒一次， 并张贴

消毒标签； 二是公交扫墓班车车辆

必须保持通风 （开窗或空调启动外

循环模式）； 三是扫墓班车司乘人

员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口罩， 并及时

劝阻未佩戴口罩乘客乘车， 若劝阻

不成的可延迟发车或停驶， 必要时

通知公安处理。

需要注意的是， 定点班车的车

前有市道运中心核发的“定点扫墓

班车营运证”， 实行两点一线直达

车的营运方式， 车票上盖有“定点

班车” 印章。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黄浦区获

悉， 目前黄浦疫苗接种工作正有序

开展。 在规模最大的卢湾体育场临

时接种点， 每天最多可以接受

15000 人接种， 几乎是随到随打，

高效有序。

据介绍， 卢湾体育场临时疫苗

接种点场地都是临时搭建而成， 经

过手机预约的市民根据预约时间段

前来， 进行测温、 出示健康码等防

疫程序后进入， 随后进入登记室登

记， 领取表格后进入接种室接种，

最后进入留观程序， 在留观 30 分

钟后没有异常， 可以将留观表交给

工作人员后自行离开。

不少完成接种的市民表示， 整

个过程设置得很合理， 不走冤枉

路， 不浪费时间， 到了现场很快就

可以打针。

接种现场， 到处都可以看到各

类指引方向的指示牌， 登记室、 接

种室等都明确标识， 现场秩序井

然， 考虑到遇到雨天等特殊天气，

目前设置了带有雨棚的排队等候

区， 并搭建了一个专门进行留观的

房间， 里头安排一米安全距离设置

座椅， 至少可以提供 300 个人同时

留观。 以卢湾体育场接种点目前的

人员、 场地配备， 每天最多可以接

受 15000人接种。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本市将以五个新城建

设为起点， 加强分级诊疗、 强化紧

密型医联体建设， 打通服务百姓健

康的“最后一公里”， 让人民群众

在家门口获得更优质、 更高质量的

医疗服务。 昨日， 市卫生健康委党

组以“学史力行担使命， 为民服务

守健康” 主题的喜迎建党百年“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暨“强基

层 提能力 促发展” 现场推进会

在位于嘉定新城的瑞金医院北部院

区举办。

瑞金医院和市一医院下沉优质

医疗资源 ， 做强“瑞金—嘉定 ”

“市一—嘉定” 2 个紧密型医联体，

在嘉定区开展糖尿病、 眼科、 影像

等 13 个诊治和会诊中心， 进一步

提升区域医疗服务水平和质量。 在

活动现场， 嘉定区卫生健康委向这

13个诊治和会诊中心进行授牌， 瑞

金医院和市一医院派出 100 名专家

开展义诊服务。

为推动紧密型医联体建设， 促

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市卫生健康

委遴选了瑞金医院、 中山医院、 市

一医院、 新华医院、 市六医院等 5

家医院， 分别与嘉定、 青浦、 松

江、 奉贤、 南汇等五个新城所在的

区域性医疗中心牵手， 以市级医院

为技术龙头、 区域性医疗中心为业

务骨干、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服务

网底， 推进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 不断完善医疗服务体系，

努力解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操心

事、 烦心事、 揪心事。

据悉， 为推动紧密型医联体建

设， 这 5 家医院将输出全国排名前

列的优势专科或特色专科， 加强区

域性医疗中心的急诊、 胸痛、 卒

中、 创伤、 儿科、 产科等学科建

设。 同时， 还将派出心血管、 呼

吸、 消化、 神经、 肿瘤、 内分泌、

儿科等专家， 通过教学、 义诊、 查

房等技术传帮带， 提高基层防病治

病和健康管理能力， 将常见病、 多

发病、 慢性病患者分流到基层医疗

机构。 在接下来的 5 个月不到的时

间内， 其他 4 家市级医院也将陆续

在新城举办活动， 届时全市的市级

医疗机构都将参与进来， 进一步将

市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 让

老百姓切实感受到健康获得感、 幸

福感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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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服务百姓健康“最后一公里”
市卫生健康委党组“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昨启动

黄浦：新冠疫苗接种“随到随打”

上海开通18条清明扫墓定点班车崇明消防

护航花博

某三轮摩托车车友会闯禁区被罚

“3+70”，给这个不幸的家庭带来希望
1+1＞2，浦东检察院开启多样化救助模式

七旬老人3年在文峰理发店消费逾200万

双方首次调解未达成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