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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记者 罗宇凡）
日前，中央纪委对 7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曝光，强调 2017年“五
一”、端午将至，要进一步严明纪律，净化节
日风气。这7起典型问题是：

重庆市巴南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区长
范勤等人违规公款出国问题。2016年6月，
范勤等 6人通过联系旅行社购买邀请函、编
造虚假行程等不正当方式，于2016年6月27
日至7月4日赴日本和韩国开展招商考察活
动。期间，擅自变更大部分经批准的出访行
程及任务安排，并自行增加行程，参观多处
旅游景点。产生的67060元超标费用由随行
人员虚构名目在各自所在单位分摊报销。
回国后，范勤等人未如实报告出国期间的实
际行程，并将旅行社编造的虚假出访报告上
报。范勤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降级处
分，被免去巴南区副区长职务；随行人员分
别受到相应纪律处分，并退赔超标费用。

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环境保护监察执法局局长孔令彬违
规收受礼金问题。2014年 4月至 2016年 3
月，孔令彬多次收受下属单位所送礼金共计5
万元，及面值5000元的加油卡一张。孔令彬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所得被收缴。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继续教育处
处长谢强公款旅游等问题。2014年暑期，谢
强等人在参加学校组织的走访慰问甘肃、青
海贫困生活动期间，先后到甘肃、青海等地
多个景点旅游；2015年暑期，谢强等人在参
加学校组织的走访慰问甘肃、广西贫困生活
动期间，到甘肃、陕西、广西、湖南等地多个
景点旅游。谢强等人旅游期间的交通、住
宿、餐饮费用和景点门票全部用公款报销。
2015年初，谢强使用本处“小金库”资金4万
元购买购物卡，赠送给校领导和发放给本处
工作人员。谢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
纪所得被收缴。

湖北银行恩施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张
毅违规组织公款宴请问题。2015年10月25
日下午，张毅等人在武汉市某酒楼宴请庞红
艳，祝贺其调任省地质局副局长。餐费共计
3815元，由张毅安排恩施分行办公室负责人
支付，并分 6 次用其它发票冲销抵账 3798
元。张毅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免去湖
北银行恩施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职务，并由个
人承担宴请费用；庞红艳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公安局调研员
郑朋文大操大办儿子婚宴、违规收受礼金问
题。2016年1月，郑朋文分两次大操大办其
子婚宴，比当地规定标准超出 15桌，违规收
受礼金 47897元。事后，郑朋文未如实向组
织报告其超标宴请、违规收受礼金有关情

况。郑朋文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退回
违规收受的礼金。

中国保监会陕西监管局保险中介监管
处原处长曹春喜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
务的宴请、收受礼品问题。2015年11月，曹
春喜在受理某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筹建申请
后，接受该公司发起人在其公司食堂的宴
请，并收受高档白酒等礼品。曹春喜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被免去保险中介监管处处长职
务，承担用餐费用并退赔礼品。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王广昀
等人超标准公务接待等问题。2016年4月26
日，应王广昀及大庆油田水务公司经理姜国生
邀请，大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姜廉到大庆油
田水务公司，与王广昀及大庆油田纪委书记李
逵座谈沟通有关工作，并于当晚在公司食堂就
餐。4人就餐花费1493元，比本单位规定接待
标准超出693元。组织调查期间，经王广昀、
李逵同意，姜国生编造因公宴请大庆市政府及
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虚假情况，企图掩盖事实，
李逵在初核报告上签字背书并上报。王广昀、
李逵、姜国生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李
逵被免去大庆油田纪委书记职务；姜廉被批评
教育，并在民主生活会上作出深刻检查。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指出，中央八项规
定实施以来，作风建设成效有目共睹，但顶风
违纪问题仍时有发生，有的“四风”问题还改
头换面、潜入地下。上述7起问题就很典型，
有的擅自变更出访路线、上报虚假出访报告
搞公款出国旅游，有的将公款宴请费用化整
为零、分批报销，有的到食堂等内部场所接受
超标准接待、接受服务对象宴请，更有甚者在
组织调查期间弄虚作假、对抗调查。这些受
到处理的党员干部，明知中央有纪律要求，但
仍心存侥幸、我行我素，触碰纪律红线，严重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必须受到严肃处理。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强调，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纠正“四风”工作是一场攻坚战、
持久战，必须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一个阶
段一个阶段推进。“五一”、端午假期将至，公
款吃喝、公款送礼、公款旅游等“四风”问题易
发多发。各级党组织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切实履行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结合“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加大工作力度，把纠正

“四风”往深里抓、实里做。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要继续紧盯节日假期，守住节点、寸步不
让，强化监督检查，发现违纪行为要严查快
处，典型案例一律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各级
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既要以身作
则，带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又要敢于负
责、敢于担当，抓好本单位本部门纠正“四风”
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七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被曝光

新华社杭州4月25日（记者 陈
晓波）杭州一老人聊天时转身，与恰巧
经过的路人的自行车相接触后摔倒致
骨折。老人起诉至法院，要求路人赔
偿约12万元损失。日前，法院审理认
为双方无过错，基于公平责任原则，判
自行车主赔偿老人2万元损失。

此判决引发网友关注：“没有过
错，为何要赔偿？”专家表示，在当事
人无过错的情况下，适用公平责任原
则，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也是常见的
分担损失的方法，如何分担，要视实
际情况而定。

转身接触自行车摔骨折
老人起诉自行车主

2016年 3月 6日，年近七旬的田
大伯在杭州市西湖大道红楼大酒店
外人行道上与朋友聊天，年近六旬的
徐阿姨推行自行车在人行道上经过
该处，田大伯转身时与徐阿姨的自行
车后轮相接触，失去平衡倒地受伤。

记者采访获悉，田大伯倒地现场
无监控录像。诉讼过程中，看到事发
经过的旁人表示，听到声音回头时，田
大伯已倒在地上，并未看到事发经过。

事发后，杭州交警部门出具交通
意外证明一份，载明上述经过，确认
系意外事故。田大伯、徐阿姨双方均
签字确认。

当日，田大伯被送往杭州市第三
人民医院治疗，经诊断，他的左胫骨
下端及腓骨上端骨折，共计花费医疗
费约3.8万元。后田大伯对其伤情进
行鉴定，构成道路交通事故十级伤
残，其护理期为 150日（包括住院时
间），营养期为 90日。田大伯为此支
付鉴定费2千元。

田大伯认为，徐阿姨严重侵害他
的权益，故向上城法院起诉，要求徐
阿姨赔偿约12万元的损失。

对此，徐阿姨认可田大伯的医药
费用实际发生，但认为事故中自己无
过错，费用与自己无关，不应由她承
担，请求法院驳回田大伯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定双方无过错 判
自行车主分担17%的损失

上城法院表示，在案件审理过程
中，双方均确认了徐阿姨的后车轮与
田大伯相接触后田大伯倒地的事实，
但双方均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对
方存在过错。交警部门出具的证明
也认为该事故系意外事故。法院审
理认为，两人在主观上均不存在故意
或过失，对田大伯认为徐阿姨存在过
错的主张不予采信。

“尽管双方均不存在过错，但该
意外事故的发生与双方的行为均有
关联，而该意外事故也确实造成了原
告损失。”法院方称。

法院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即

“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
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二十四条规定，即“受害人和行为人
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应以
田大伯损失为衡平标准，兼顾公平原
则，酌定徐阿姨偿付田大伯部分损失。

法院同时提到，案件审理过程
中，法院组织双方调解，徐阿姨在调
解中表示愿意分担田大伯部分损失，
唯对分担损失的数额有异议，双方未
能达成一致，调解未成。

最后，法院结合司法鉴定报告、
医疗费票据等证据，认定田大伯医疗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
偿金、护理费合计约 11.6万元，并以
此为衡平标准，依法判决徐阿姨偿付
田大伯各项损失合计 2万元。这笔
赔款约占田大伯的总损失17%。

法院方称，今年3月27日该案判
决后，徐阿姨于 4月 6日主动联系法
院表示愿自动履行判决，并于 4月 8
日（上诉期届满前）将案款汇至法院
账户，田大伯亦接受判决结果并领取
了案款，双方均服判息诉。

基于公平原则对无过错方
判赔合理吗？

该案经媒体报道后，引发网友热
议，一些网友认为判决对徐阿姨不
公：“没有过错，为什么要承担损失？”
也有网友对法院提出的“公平原则”
表示不解。

对此，中国法治研究院院长钱弘
道表示，在现实生活中，也经常会出现
该案类似的情形，即虽然出现了损害
结果，但当事人没有过错。为了化解
矛盾纠纷，法院适用公平原则，让双方
合理分担责任，在民法通则和侵权责
任法上有明确规定，也是常见的做法。

“该案中，原告、被告双方虽然没
有过错，但是双方均确认了被告的后
车轮与原告相接触后原告倒地的事
实，这说明被告的行为与客观结果有
一定关联。这是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的前提。”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
授高艳东说。

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
师黄加宁表示，公平责任原则是民事
领域的一种分担损失方法，在损害发
生后，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双方
公平地分担损失。

“例如，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
人、行人发生交通事故，即便机动车
一方没有过错，也要视情况承担一定
比例的赔偿责任。”黄加宁说。

钱弘道认为，“没有过错就没有
责任”是朴素的权利观念，但在双方
都无过错，一方受到损失的情况下，
由另一方合理分担部分损失，从而降
低一方受到的损失，合乎伦理，也体
现了立法公平、合理的本意。

“至于如何确定双方分担的责任，
没有也难以有具体的量化标准，这需
要法官视‘实际情况’作出判断，包括受
损害程度、双方经济条件、救助情况、多
大程度上可预见到等。”高艳东说。

老人接触自行车后摔骨折

车主无过错被判赔2万元合理吗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记者 黎云）记
者近日从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了解到，
2017年军队院校招收士兵考试在考核内容
和组考方式上均有较大调整，考试类别减
少，军事科目考核比重增大，并首次实现全
军统一阅卷。

2017年士兵学员招生，考试类别由往年
的7种精简为5种，强化了军队院校教育、部
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体新型军
事人才培养体系整体效益。在组考模式上，
除军兵种外其他军队单位不再单独设点组
织考试，考生按驻地区域就近就便合并组
考，合并组考计划由各单位提出需求，军委
机关业务部门统筹安排。在考核内容上，军

事科目考核将统一为军事共同科目考核，考
核成绩作为划线投档录取依据，成绩未达到
及格标准或有两项（不含）课目以上不合格
者，取消参加文化考试资格。文化科目统一
考试采用标准化考试方式，今年首次实行全
军统一阅卷、统一发布成绩，有效防止暗箱
操作、弄虚作假等违纪违法现象发生。

此次调整后，士兵考学将分成三个层
次：军队院校招收生长军官面向高中毕业生
士兵和大专毕业生士兵，实施本科教育；招
收士官面向高中毕业生士兵，实施大专教
育；中专层次士官教育和大专士官学历升级
主要依托军事职业教育在岗完成，以保证部
队高技能士官骨干在岗在位率。

今年士兵考军校首次实行全军统一阅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