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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调解彰显温情
77 岁的叶女士在小区内散步
时被市政公司的垃圾清运作业车辆
撞倒受伤。警方对现场进行勘查
后，判定由市政公司承担全责。期
间，市政公司承担叶女士因本次事
故产生的治疗费用。7 个月后，叶
女士因淋巴癌不治身亡。叶女士家
属认为，叶女士的死亡与撞车事故
有 关 ，要 求 市 政 公 司 承 担 赔 偿 责
任。双方为此产生争议，向南桥镇
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纠纷受理后，调解人员走访了
叶女士所在小区居委会。经了解，
叶女士夫妇共生育了四个子女，其
中三个有不同程度的智力残疾，家
庭生活十分困难。而叶女士因治疗
淋巴癌已经让这个家庭在经济上不
堪重负。同时，通过走访出警派出
所了解了事故发生经过及责任认定
等具体情况。随后，调解人员组织
双方当事人进行了首次面对面调
解。叶女士家属情绪十分激动，认
为叶女士因患淋巴癌身体本就不
好，撞车事故让叶女士的身体遭受
了重大伤害，
癌症也迅速恶化，
在短
短 7 个月后就去世了。因此，市政
公司必须为此赔偿 70 万元。
市政公司认为：叶女士的死亡
原因是淋巴癌晚期医治无效，与此

次事故无直接因果关系。该公司已
经承担了叶女士撞车事故所有的治
疗费用，并支付了交强险、商业险、
三者险等保险公司理赔的所有金
额，
因此已经没有其他的赔偿义务。
调解人员分析认为：叶女士因
撞车事故可能造成的心理影响，以
及身体受到重创后引发的免疫力下
降等后果，与淋巴癌恶化有一定关
联。此外，
参照相关规定，
叶女士因
事故导致的双侧髋臼骨折、趾骨骨
折可以参照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相应
伤残标准获得赔偿。此时，叶女士
家属告知调解人员，其治愈出院休
养期间已经申请了伤残鉴定，但鉴
定结果还未出来。鉴于伤残鉴定结
果对于此次调解有重大影响，经双
方当事人同意中止了调解。
几天后,叶女士的伤残鉴定报
告出来了，调解人员组织双方当事
人进行了第二次调解，并按照伤残
鉴定报告建议参照交通事故人身损
害相应的伤残标准进行赔付。
经过反复做工作，当事人双方
均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最终就纠纷
处理达成了一致意见，并签订了人
民调解协议书，约定由市政公司支
付叶女士家属人身损害伤残金、精
神抚慰金等相关赔偿约 28 万元。

调解人员认为:在调解中,一方
面，
人民调解要以人为本，
追求法理
情的和谐统一。在调解过程中要通
过走访、倾听当事人的叙述，
详细了
解事发经过及细节，及时掌握现有
的证据材料。同时，调解一个纠纷
往往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成功，需要
调解员的真心、耐心和信心。充分
运用法理情做双方当事人的说服、
疏导，
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在本案
中，
家境贫困、家庭成员无工作能力
的特殊性，更加要求调解工作要充
分体现以人为本，解决当事人最关
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
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纠纷走
向，助力调解见成效。要正确引导
案件处理的走向，抓住双方当事人
主张和观点中的短板，缩小当事人
预期的差距。调解是一门学问，也
是一门艺术，调解员要充分发挥自
己的智慧，
针对不同的案件、不同年
龄、不同性格的当事人，因案而异，
更要因人而异，采取不同的引导策
略和方法，这样就能起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有效地化解矛盾和纠纷。
本案中，引导双方当事人参照交通
事故人身损害伤残标准进行赔付，
取得当事人的认可，调解就成功了
一大半。
（姜岳华）

12 月 14 日下午，青村镇普治办在明德外国语小学开展法润贤城线下栏目——
“亲青校园 法律护航”青少
年法治宣传教育实践活动暨 12·4 国家宪法日主题实践活动。
（褚云兰/摄影报道）

奉贤召开物业 管理法律知识培训会
针对物业公司碍于情面“不敢管”，缺乏法律知识“管不好”等现象，日
前，奉贤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区房管局举行了物业管理法律知识培训会。会
上，
区城管执法局重点围绕《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
对小区
内突出存在的八大类违法搭建、
违法装修行为如损坏房屋承重结构、
破坏房
屋外貌等进行法律层面上的解析，
进一步完善物业管理监管体制。
（郁 翠）

姜岳华获“十佳调解故事奖”
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日，
区司法局南桥司法所所长姜岳华
参加了“爱我中华”2018 上海法治

行风采系列活动之“首届人民调解
故事大赛”演讲，并荣获“十佳调解
故事奖”。

发票盖章的常用知识
一天下午，
办税服务厅的各项工
作正有序地进行着，
一名年轻财务人
员跑向导税台，
就发票盖章等相关事
宜与工作人员展开了一段对话。
财务人员：老师，
我们公司刚刚
开业，我也刚做财务，
今天第一次来
买发票，
发票开具的时候应该盖哪个
章？
公司公章、
发票章还是财务章？
工作人员：根据政策规定，
单位
和个人在开具发票时，必须做到按
照号码顺序来填，
填写项目齐全、内
容真实，
字迹清楚，
全部联次一次打
印，
内容完全一致，
并在发票联和抵
扣联加盖发票专用章。
财务人员：那公司公章和财务
章都不可以代替吗？
工作人员：
是的，
发票上需要加
盖的是发票专用章，公司公章及财
务章是不符合要求的。
财务人员：企业也有部分业务
需要开具电子普通发票，有什么特
殊规定吗？
工作人员：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推行通过增值税电子发票系统
开具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有关问
题 的 公 告》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公 告
2015 年第 84 号）规定，增值税电子

普通发票的开票方和受票方需要纸
质发票的，可以自行打印增值税电
子普通发票的版式文件，其法律效
力、基本用途、基本使用规定等与税
务机关监制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相
同。因此，电子发票上有税控签名
和企业电子签章，不管是彩色打印
还是黑白打印，都不需要另外找开
票单位再加盖发票专用章了。
发票盖章的常用知识点如下：
1.发票只能盖发票专用章，不
能盖财务专用章或公章；2.发票上
发票专用章盖得不清晰，可以在旁
边补盖一个清晰的章，或者将发票
作废或红冲；3.发票记账联不需要
盖章；4.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需
要收款方加盖发票专用章，不需要
加盖税务机关代开发票专用章；5.
代开普通发票，必须加盖税务机关
代开发票专用章；6.盖的发票专用
章名称和销售方名称不一致，如果
是经税务机关委托代征税款的单
位，其为代征税款的商户代开的普
通发票，应加盖受托代征单位的发
票专用章，此时发票专用章名称与
实际销售方（商户）名称不一致，是
正常的等等。
（王路遥）

抓住“三个”
关键

圆满化解一起触电死亡赔偿纠纷
【案情简介】
2018 年 6 月 14 日下午 2 时许，
李某在装修施工现场从事弱电操作
过程中触电身亡，家属方对李某触
电身亡原因无疑议，但双方对赔偿
金额争议较大，死者家属认为公司
方未尽监管责任，
且死者年纪尚轻，
家中有妻女、父母、奶奶需要供养，
主张单位方赔付 200 万元。用工方
认为死者李某使用无橡胶保护的老
虎钳进行操作，
导致发生触电以外，
自身存在过错，
应承担部分责任，
公
司方愿意在自身责任部分承担责
任，赔付死者家属 100 万元。双方
就赔偿款数额未能达成一致，就向
南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调解过程】
在受理纠纷后，调解员通过详
细了解，
获取三个关键信息，
并围绕
这三个关键信息分三步进行调解。
关键信息一：李某在该公司已
工作三年有余，公司没有为李某缴

纳工伤保险。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有关规
定，
企业未给职工办理工伤保险的，
一旦有职工受到工伤伤害，企业必
须依“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
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因此，
李某
的赔偿应按照工伤死亡赔偿而非人
身损害赔偿。公司应依据规定的工
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李某家
属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三项费用计人民
币 130 万元。
关键信息二：李某不具备电工
资格证。
调解员认为，公司及李某本人
在明知李某没有电工资格证的情况
下，
违规进行电工操作，
公司有严重
过错，李某也有部分过错。调解员
与公司方沟通，
虽然参照工亡补偿，
不予划分事故责任，但公司确存在
过错，
另外考虑到死者家属的心情，
可出于人道主义作适当补偿。

经过一番考虑，公司方同意做
出 10 万元补偿，同时，考虑到死者
亲属从四川、海口等地赶来，
交通费
用开销较大，另行补偿家属来沪的
交通费、住宿费和伙食费等 3 万元。
至 此 ，确 定 了 死 亡 赔 偿 总 额
143 万元。
关键信息三：亲属担心李某的
未成年子女赔偿金被占用。
李某的妻子白某、父亲老李、母
亲杨某参与调解，但李某的女儿作
为死亡赔偿金的权利人之一，因年
龄小，目前在老家就读，未到现场。
李某与妻子白某为再婚夫妻，再婚
时间仅一年，女儿小李系李某与前
妻所生。据杨某称，小李亲生母亲
在女儿出生后即离开家，此后未曾
照顾、教养小李。李某外出打工多
年，小李一直与爷爷奶奶生活。为
确保小李的利益最大化，小李继续
由祖父母代行照顾养育较为妥当，
故在调解时明确小李获赔的 30 万

元，
约定由其祖父母暂时代为保管，
专 用 于 小 李 的 生 活 ，他 人 不 得 挪
用。调解员将总赔偿金额 143 万元
详细分配到人的做法，得到了在场
当事人的赞同。
经过调解，这起突发性意外死
亡赔偿案终于得到圆满解决。
【案例点评】
调解类似死亡纠纷申请方的态
度是关键，实际工作中往往会遇到
以下问题。
一是许多家属方无论用人单位
是否有过错，
都将对方为“仇人”，
他
们认定“死者为大”，认为用人单位
应该无条件满足他们的要求，开出
天价赔偿的案例比比皆是，这需要
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给与耐心，边
调解边普法，
厘清法律关系，
告知赔
偿标准。
二是旁听调解的亲友人数众
多，
往往左右申请人的想法，
让申请
人举棋不定，这时要注意控制旁听

调解的人数，在调解前告知调解纪
律，
严防发生口角甚至肢体冲突，
增
大调解难度。
三是申请人本人不表态，而亲
友掌握了话语权和决定权，这种情
况或因为在部分地区、农村、少数民
族中，
依然有着类似家族制度，
该亲
友在所在的地区、村、家族具有较高
的地位，这种情况下对该名亲友给
与充分的尊重，
争取他的理解，
让他
协助做申请人的思想工作，往往起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该起纠纷特殊之处在于赔偿金
的分配。通常，该类纠纷案件在确
定赔偿金总额后，约定赔偿金由权
利人自行分配。但由于本案涉及未
成年子女，为保障未成年子女未来
的正常生活、学习，
要求调解工作不
怕繁琐，
尽可能更细致、
更周到，
将其
作为独立权利人个体，
明确其权利份
额，
最大可能地避免未成年子女合法
权益被侵害的可能性。 （汪元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