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屈媛）近两年来，
区法院受理的道路交通类案件以每
年30%至40%的幅度增长。为了更
好地发挥审判职能，快速调处道路
交通案件，区法院积极响应最高院
提出要运用大数据大力推进多元化
解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推进道路交
通事故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
平台建设的改革目标，并受浙江余
杭法院道路交通纠纷“网上数据一
体化处理”平台的启发，在北京法院
系统内首次搭建引用道路交通案件

“网上数据一体化管理”平台。该平
台旨在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和数据
共享，搭建一个网上数据一体化平
台，为交通事故当事人提供在线的
损失确定、赔偿调解、法院诉讼和保
险赔付等服务。

平台通过调动交通队、保险行业
机构、司法局、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等
社会各界力量，将交通事故案件的处
置由单一的审判进程中调解转化为

保险行业前置调解、诉前人民调解、
诉中网上在线调解等，形成了交通事
故案件的全方位、多元化调处模式,
在完全搭建后将实现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多方联动的道交案件处置新格
局，更加高效快捷、公平公正处理交
通事故纠纷。

内置理赔计算器
实现同案同判

该平台内置理赔计算器，调解人
员或审判人员输入交通事故信息后，
即可实现自动计算赔偿数额。同时，
理赔计算器内嵌各项赔偿项目的法
律适用标准完全公开透明，通过该计
算器计算出的数额和法院最终通过
判决的数额完全一致，不仅能够在调
解阶段引导当事人对案件赔偿形成
合理的预期，而且对经过判决的案件
也实现的统一裁判尺度，最大限度的
提升了司法公信力。

自动生成调解协议
大幅提升审判效率

当事人在保险行业达成调解一
致意见的，可以随时通过该平台生成
调解协议，并在线申请司法确认，最
终得到具有司法效力的法律文书。
对于在诉讼过程中达成调解的，该平
台能够自动生成调解书，经过法院审
判人员简单校核后即可签发，并电子
送达到各方当事人，大幅度节省了类
案的文书自作周期，提升了审判质效。

保险机构一键理赔
当事人及时得到赔偿

对于调解成功的案件，该平台还
内置了保险公司一键理赔功能。当
事人在调解协议达成后，可以在线直
接进行一键理赔申请，对于开通了相
应功能的保险公司，即可在后台收到
理赔申请指令，审核成功后，相应的
理赔款项即能直接划拨到当事人的

账户中，减少了当事人申请执行的周
期，节约了司法资源，做到纠纷彻底
解决。

2017年7月1日，被告孟某驾驶
京牌小型面包车与原告停放的冀牌
车辆在门头沟区石担路丽景长安南
行100米处发生碰撞。经门头沟区
交通队认定，被告对此次事故负全
责。由于原告车辆为异地车，故原告
需要回原保险地定损，定损结果出来
后，原告与被告协商赔偿事宜遭到拒
绝，遂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及其保险公
司赔偿修车损失1352元。

这次调解的案件，在双方达成调
解协议后，保险公司通过“网上数据
一体化处理”平台，远程对原告孟某
进行一键理赔，不用多久，孟某便能
收到赔偿款。通过该平台调处案件，
不仅免去了当事人的奔波之苦，大幅
度提高了审判效率，更使当事人切身
感受到人民法庭司法为民、司法便民
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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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数据一体化管理”平台试运行
为他人出头自己被判拘役

区城管联合多部门

严查扬尘污染和露天烧烤

法律援助

“零距离”贴心服务暖人心

离婚后
是否要承担对方欠下的赌债？

市民贾女士咨询：我丈夫长期赌博，欠下很多
赌债，现我想和他离婚，他欠下的那些赌债是不是
要由我们共同承担？

读者咨询

区司法局主办

法律咨询热线：
12348或96156（周五）

北京市亚太律师事务所赵少琼（律师助理）：一般来说，认定夫妻

共同债务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为了共同生活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二是为履行法定义务所负债，主要包括夫妻为家庭共同生活所负的

债务。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中，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涉及夫妻共

同债务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强调虚假债务、非法债务不受法律保护，

规定“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

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你如果能举证证明债务为

丈夫的赌债，则不需偿还。

律师解答

多人共有房屋
离婚时如何分割？

市民孙女士咨询：我和丈夫在2012年登记
结婚，婚后婆婆和我们共同出资购买了一处楼
房，办理房产证时婆婆坚持要求这套房子三个人
共有，后来我们办理了三人共同共有的房产证。
因和丈夫因感情不和，我向法院起诉离婚，请问
如果法院判决离婚，房产如何分割？

读者咨询

北京市乾同律师事务所袁焱（律师）：一、离婚

纠纷案件中，处理夫妻之间感情是否破裂、夫妻共

同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等问题时，财产不能涉及

第三人利益。因为你们的房产属于你、你丈夫和

婆婆三个人共同共有，婆婆在离婚案件中属于第

三人，因此该房产无法在离婚诉讼中分割。二、根

据我国物权法第 99条的规定，共同共有人在共有

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

分割。所以如果法院判决你和丈夫离婚，那么你

和丈夫及婆婆之间已经丧失了对房子共有的基

础，你可以另行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丈夫和婆婆为

被告，要求依法分割共有财产。

律师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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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健康成长应避免“过度保护”

本报讯（通讯员 张孝前)
近日,区城管直属执法队联合交
通、交管、环保局、渣土所等部门，
集中开展道路联合执法专项行
动，重点检查大货车超标排放、超
限超载以及建筑垃圾和渣土运输
车、混凝土罐车、砂石运输车等重
型车辆上路扬尘、道路遗撒等违
法行为。这是城管等部门落实

“百日攻坚”的具体行动。
据了解,为全面提升区域生

态文明建设和环境质量，高质量
完成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从8月初起至11月底，在全区范
围内开展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

“百日行动”。区城管将围绕施工
扬尘、城市道路扬尘和郊区公路
扬尘以及露天烧烤、露天焚烧和

秸秆焚烧等“三尘三烧”专项治
理为重点，针对工地扬尘、道路遗
撒、露天烧烤、露天焚烧、街头流
动无照售煤等问题，特别是永定
河沿线露天烧烤，严格执法，决不
手软，形成高压监管态势。同时，
结合季节特点、重大活动节点、问
题易发高发重点，充分利用好人
防、物防和技防的立体治理模式，
协调健全执法巡查、行业监管和
社会监督联动治理的工作机制。

据悉，今年以来，区城管累计
处罚大气污染违法行为470起，
罚款160余万元，其中处罚违规
渣土运输行为251起、工地扬尘
污染和违规夜施等行为148起、
露天烧烤46起、露天焚烧垃圾与
树叶等25起。

本报讯（通讯员 李欣栩)
近日，区法律援助中心接到一位
91岁独居老人的求助电话，老人
称身体有病且行动不便，因子女
长期不履行赡养义务，希望获得
法律上的帮助。针对老人的陈述
情况，区法律援助中心当即决定
开启法律援助“绿色通道”，为老
人提供“零距离”上门服务。

随后，区法律援助中心工作
人员与律师一同来到老人家中。
在与老人交流后获悉，多年来，老
人一直独居，膝下虽有三儿两女，

但目前仅有小儿子一人承担赡养
义务。现在老人年岁已高，生活
起居不便，且年前生病住院花费
较大，小儿子表示一人已无力承
担老人目前及日后的各种开销。
老人于是有了起诉其他四名子女
平摊医药费及索要赡养费的念
头。工作人员和律师在了解了基
本案情且充分尊重老人真实想法
的基础上，当场为老人办理了法
律援助手续，指派律师为其后续
诉讼提供相关法律援助，切实维
护老人合法权益。

常言道，溺爱是对青少年最大
的伤害。随着经济社会繁荣发展，
家庭物质条件更加优越，越来越多
的父母本着“再苦不能苦孩子”的理
念，把青少年成长问题放到最重要
的位置，尤其是面对社会上存在的
负面信息，坚持“完全隔绝”“全方位
保护”，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
若矫枉过正“过度保护”，正所谓“不
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这样的家庭
教育模式对子女的健康成长也存在
一定伤害。近两年来，区法院受理
了不少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经
梳理调研，发现案例中父母“过度溺
爱”“过度保护”的情形较多，实质上
已经成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一个
重要诱因，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

“包办一切”未成年人
人格不独立易盲从

一些案件中，未成年父母担忧
子女受到伤害，预先替孩子规划好
生活的每一步，没有对未成年人独
立人格的培养给予足够重视，造成
未成年人缺乏自主判断能力，对来
自外界的影响无法辨别。但是，随
着未成年人年龄的增长，社会交往
范围的扩大，父母的保护伞逐渐有
延伸不到的地方，此时未成年人习
惯性的寻找其他保护力量，容易在
社会不良人员、不良信息的诱导下，

盲从违法犯罪行为。如在2016年
审理的一起未成年人盗窃案中，未
成年人小徐自述，生活中一直由父
母事无巨细的照顾，但上中学后，住
宿生活脱离了父母的照看，由于社
会无业人员“大哥”张某对其关心，
其不好意思拒绝，最终在张某的带
领下多次实施盗窃摩托车的行为。

“强势管教”未成年人
性格不健全易冲动

生活中，个别父母教育孩子时
片面强调“都是为了孩子好”，没有
给予未成年人充分的信任，经常以
自己的意志取代孩子的兴趣、想法，
以至于部分未成年人在父母“强势
管教”叛逆心浓重，抗拒来自父母的
一切说教，甚至单纯的“偏不”“偏
要”而违拗父母实施违法、犯罪行
为。如在2015年审理的安某强奸
案中，安某的父母对其管教甚严，不
仅干涉其日常学习、生活，同时对其
出行、交友也事无巨细一一过问，致
使安某性格极其压抑。此时，随着
PC互联、移动网络技术的支撑下，
色情网站不良信息进入到安某的生
活，在青春期叛逆冲动的驱使下，安
某于某周末夜间从窗户爬入邻居家
卧室，对熟睡的李某实施强奸行
为。据安某交待，“那时候也想了

‘犯事’怎么办，真是想‘自有’一
下”。案件中如果安某父母能够对

其正确引导，帮助其发展正当的兴
趣爱好及交际活动，安某可能就不
会因压抑、冲动、叛逆等因素的同时
爆发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一味包庇”未成年人
缺乏责任感易渐进犯罪

“护短”是多数父母都具有的特
点，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护孩子，但是
过于溺爱，在孩子犯错时以“谁都犯
过错”为由一味替孩子弥补后果，却
没有及时批评教育，未成年人就很
容易缺乏基本的是非观和对自己行
为负责的意识，会逐渐对自身行为
不加顾及，不考虑行为后果可能对
他人造成的影响，进而导致违法犯
罪行为的发生。如在此前审理的未
成年人姬某破坏电力设备案中，法
官就姬某曾因犯罪被行政拘留的事
情讯问其父母，二人均一致否认，称
不知道孩子有过案底。但在随后与
姬某谈话中，姬某称母亲知道此事，
并且拘留后是母亲到看守所把他领
回家的。未成年人父母对子女曾经
的问题一味遮掩，忽视了对其本身
的教育，导致姬某没有从此前的事
件中得到应有的教育，进而导致更
为严重的犯罪。

实际上，父母对未成年人子女
“过度保护”的行为情有可原但并不
科学，对子女的成长容易造成不当
引导。因此，在生活中，法官提示各

位父母：一是要因时施教，用引导
替包办。在子女成长问题上，把控
方向、预设目标，引导未成年人子
女以自己的力量参与生活学习问
题的解决和发展，使其更具有参与
感、成就感，能够感受到自己力量
的限度，而不至于脱离“包办”后的

“失控”“忙乱”；二是要以身作责，
以示范推动管理。“强势管教”并不
是促进子女健康成长的好办法，尤
其是如果出现“两个标准”，即“父
母看电视却要求子女看书”“父母
玩游戏却要求子女认真学习”对家
庭和谐和子女成长都是不利的，这
里最需要的是父母的自律，以示范
推动管理；三是要奖惩分明，以小
惩促进大戒。“出现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每一环都不能缺少，
子女在犯错的情况下，父母是否

“找借口”“护短”并不重要，最重要
的是让子女明白自己的行为到底
是否正确，若每次都不痛不痒，必
然会对生活失去敬畏感，所以，以
小惩促进大戒比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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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法院道路交通案件
本报讯（通讯员 毕辉）只因

他人一个电话，蔡某就手持双截
棍将一直看不顺眼的申某打伤，
近日，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了一起寻衅滋事案件，并
当庭宣判。

公诉机关指控：2016 年 12
月9日13时许，被告人蔡某接冯
某电话称其遭被害人申某辱骂
并让蔡某找找申某劝其不要骂
她。几分钟后，被告人蔡某驾车
至我区东辛房街道某处，持双截
棍将申某头部、手部打伤。经鉴
定，申某身体所受损伤程度为轻
微伤。。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蔡某
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其行为
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
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法庭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蔡某
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其行为
已构成寻衅滋事罪。鉴于被告人
蔡某主动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
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依法从轻处
罚；其主动赔偿被害人损失，得到
被害人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并
适用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相关规定判决被告人蔡
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拘役五个
月，缓刑六个月。

被告人蔡某当庭表示吸取这
个教训，以后遇事要保持冷静，对
判决无异议。

本报讯（通讯员 宋首君）农业
生产资料关乎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甚
至是农业安全，在多元化农资繁荣市
场的同时，也带来了“假冒伪劣”等问
题，伤农、坑农现象时有发生。

为此，区工商执法部门坚持“五
个指头攥成拳”，全力守护农用物资
市场安全。“通过教育农民、引导经
营者、规范主体资格、加强农资抽检
和畅通维权渠道，有力的规范了农
资市场，今年以来几次抽检都未发
现不合格农资产品”，区工商执法部

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今年上半年，通过抽调人员组

成“宣传队”，多次到山区农村，既发
放宣传材料，又通过消费教育引导，
聘请专家向农民讲解如何辨别农膜
质量等，提高了农民的辨别能力，增
强农民的防范意识，帮助农民消费
者提高维权意识。

同时引导广大农资经营者守法
诚信经营，杜绝销售假冒伪劣农资
商品。为此，区工商执法部门要求
相关农资经营者建立销售台帐，并

对台帐定期检查。
针对如何提高经营者信用问

题，工商执法部门将企业年报公示
和农资监管相结合，进一步规范主
体资格。对辖区内的农资经营主体
进行实地摸排走访，在检查农资时
提醒农资经营企业，及时上报年报
信息。通过信用公示，增强对企业
的约束力。

为了切实保护农民消费者权
益，畅通维权渠道。以12315申诉举
报平台和消费者协会投诉平台为依

托，以驻地工商所为主要力量，畅通
维权渠道，及时处理农资消费纠纷，
化解矛盾。

为了防范隐蔽的农资问题，区
工商执法部门科学有效的开展农资
抽检。针对投诉举报较多的领域和
商家，加大农资商品抽检范围和频
次，集中开展对化肥的商品质量监
测，对抽检出的假冒伪劣和不合格
农资商品，一律下架封存，并充分利
用经营者进销货台帐，查清货源和
流向，实现从源头到田头全程监管。

李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