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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车祸身亡，
家人生活陷困境

法院判决
“同命同价”扶危解困
“
兰山区 50 多岁的刘某兵在车祸中不幸身亡，留下两个儿子，一个智障，一个未成年，还有 80 多岁的
老母亲和瘫痪在床的弟弟。因为顶梁柱的坍塌，家人陷入生活困境。按照新的法律规定，被害人死亡
赔偿金可比原来提高 60 余万元。为让受害人家人尽快拿到赔偿金，解决生活困境，兰山法官到当事人
家里调查取证。近日，
兰山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判决肇事方赔偿刘某兵家人 92 万余元。

男子车祸身亡儿子再遭车祸
2019 年 7 月 23 日中午，兰山区
汪沟镇柴胡山村 50 多岁的刘某兵侍
弄完大棚的蔬菜，骑着电动三轮车回
家，半路和一辆青岛牌照的货车发生
碰撞，
刘某兵当场死亡。经过交警部门
认定，
青岛牌照车辆负主要责任。
刘某兵留下两个儿子，
25岁的大儿
子刘丰（化名）智力只有七八岁的水平，
小儿子刘明（化名）才14岁，
他还有80多
岁的老母亲和瘫痪在床的弟弟。一个
家因为顶梁柱的坍塌陷入生活困境。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刘某兵的
事故处理期间，刘丰晚上离家出走
时 又 被 车 撞 了 ，小 腿 粉 碎 性 骨 折 。

目前事故正在处理中。
在刘某兵的家中，记者看到，刘
丰脚上打着石膏坐在轮椅上。他不停
地用手指着茶几，
口齿不清地喊着
“擦，
擦……”
刘某兵的妻子赵欣（化名）一遍
一遍地擦着已经一尘不染的茶几。
“孩
子不发脾气时几乎都是这个状态，
一直
要求我一遍遍擦茶几。
”
赵欣说。
赵欣和刘某兵 1994 年结婚，很
快生下了儿子，可是儿子七八岁才
会走，智力发育也明显比其他的孩
子落后。赵欣哭着说，儿子生活不
能自理，经常没来由地发脾气，到了
晚上还经常往外跑，
出走多次靠报警才

找回。刘某兵出事之后，
他又一次跑出
去时被一辆车撞了，肇事车辆司机
把他送到了附近的医院，小腿粉碎
性骨折。手术后因为他不配合打
针，把医院的医疗器械都摔坏了，不
得已出院回家。手术治疗费已经到
了 8 万多元。目前要等着儿子康复
拆石膏后做伤残鉴定，才能处理相
关赔偿事宜。
刘某兵的母亲家，他 80 多岁的
母亲正在照顾刘某兵的弟弟。刘某
兵的弟弟刘华（化名）由于意外摔伤
了脊椎，再也无法下地走路，只能由
老母亲长期照料。

为解困境法官实地调查取证
“拿到案卷，
看到这一家人的遭遇，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
主审这起案件的兰
山法院陈同工作室法官陈同说。
在他的主持调解下，
双方达成谅解
协议。陈某兵和家人是农村户口，
按照3
月12日出台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
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
工作的意见》，
被害人死亡赔偿金可由原
来的30多万元提高到90多万元。
现在刘某兵的家人就盼着赔偿
金赶紧到位。赵欣告诉记者，刘某
兵去世后，她一个人照顾儿子就忙
不开，家里的大棚也不再种植了，现

在大儿子又受伤了，她更是得寸步
不离，
全家人都失去了经济来源。
“赔偿金中包括刘某兵两个儿
子的抚养费、母亲的赡养费和他弟
弟的抚养费，需要相关鉴定机构鉴
定他们没有劳动能力。但是鉴定时
间程序比较复杂，时间较长。”陈同
说，对这种情况，按照法律规定，为
了不让当事人一次次跑鉴定机构，
也
缩短赔偿的时间，
他们可以到当事人家
里调查取证，
通过村干部和村里的村
民了解他们实际的劳动能力状况。
经实地调查取证，并依职权向

其村支部书记刘嘉诚就相关信息做
调查笔录，经查实，刘某兵的弟弟刘
华为一级伤残，腰部以下瘫痪卧床
27 年，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无任何劳
动收入，除享受农村低保外，生活来
源全部依靠其兄姐三人；刘丰自幼
精神智力残疾，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无任何劳动收入，生活来源及衣食
等全部依赖其父母。
陈同说，他们将按照相关法律
程序，加快案件审理速度，以让当事
人依法尽快拿到赔偿，帮他们解决
生活困境。

一审判决肇事方赔偿 92 万元
7日，
兰山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
判决肇事方赔偿刘某兵家属92万
元。刘某兵家人因刘某兵交通事故死
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
处理丧葬事宜误
工费、
交通费、
丧葬费、
抚养费、
车辆损失

费共计1268207.5元，
根据庭审调查质
证并遵循公平原则，
法院对于事故双方
当事人的事故责任按照3:7的比例予以
划分，
刘家人可获得赔偿金约92万元。
得知了法院的判决结果，刘某

兵的妻子赵欣又一次哭了。
“是兰山法院的法官让我们感受
到，
我们可以依靠信任法律。
”
赵欣说，
陈
同法官很认真负责，
他们觉得很感动。
临报融媒记者郇恒雪

众志成城守防线
垃圾分类我先行

白云山和黄中药“3·13 家庭过期药品
回收”
公益活动
5 月 16 日 ，以“ 众 志 成 城 守 防 线
垃圾分类我先行”为主题的白云山和
黄中药
“3·13家庭过期药品回收”
17周年
公益活动在临沂启动。
此次活动在临沂仁和堂医药连锁
沂州路店进行了家庭过期药品回收。
工作人员现场为环卫工人讲解了过期
药品随意丢弃对环境的危害、垃圾分
类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有效防止病毒的
传播等，为环卫工人赠送了牙膏、扇
子、暖水袋、毛巾等清洁洗护用品，受
到环卫工人的一致好评。工作人员希
望大家积极支持和参与广药集团和黄中
药的家庭过期药品回收和垃圾分类活动，
共同为健康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据了解，
广药白云山
“家庭过期药品
回收免费更换机制”
从创立至今，
每年均投
入数千万元，
已连续坚持17年，
惠及6.5亿
多人次，
回收过期药品 1650 多吨。本通

临沭经济开发区
开展工矿商贸企业装备改造
优化工程专项行动
为提高企业本质安全条件，大力
提高企业安全生产科技保障能力，临
沭经济开发区决定在工矿商贸企业开
展“机械化换人、
自动化减人、
智能化无
人”
科技强安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主
要针对工矿商贸企业涉及工艺技术水平
相对低下、
工人劳动强度偏高、
操作人员数
量偏多的危险岗位，
实施改造优化，
定于年
内完成21家企业，
主要涉及危险化学品、
冶金、
建材、
机械、
轻工、
纺织和商贸等行
业。此项举措按照
“三个一批”
基本思路，
将淘汰一批不符合安全标准、
安全性能低
下、
危及安全生产的工艺、
技术和装备，
替
换一批工艺技术水平相对低下、
工人劳动
强度偏高、
操作人员数量偏多的危险岗位，
提升一批关键工艺、危险岗位、重点场所
的智能化管控措施，
通过
“人—机—环境”
系统的优化配置，
使系统处于本质安全
状态，
将大大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
王全玉 张桂香

“ 双 主 体 ”育 人 + 爱 心 助 学

鲁南制药 2020 年订单班开始招生啦！
就业是民生之本，教育是民生之基。鲁南制药
集团响应党中央“稳就业”
“ 保就业”号召，积极承担
社会责任，立足“千亿鲁南 百年品牌”发展目标，与
省内 7 所院校进行深度合作，发挥“双主体”育人优
势，打造“招聘与招生同步、学习与工作同步、毕业与
就业同步”
的育人机制，
定向培养医药营销人才。

鲁南制药 2020 年订单班招生最终解释权归鲁南制
药集团和各合作院校，不委托任何中介、培训机构进行
招生！欢迎高中、技校、职高推荐优秀生源！
招生咨询热线：
0539-3116129（许老师）
0539-8336116（张老师）

加入鲁南制药订单班你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1）志在加入鲁南制药从事医药营销工作；
（2）符合 2020 年单独招生或综合评价报名条件；
（3）成绩达到各合作学校单独招生录取分数线，且通过
公司面试；
（4）身体健康，
形象良好，
无不良嗜好。

各合作学校鲁南制药 2020 年订单班招生计划
（按学校首字母排序）

合作学校
滨州职业学院
临沂职业学院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淄博职业学院

合作专业
药品生产技术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
药品经营与管理
药品生产技术
市场营销

招生人数（人）
80
40
40
30
50
80
120

如何加入鲁南制药订单班
报名时间：
2020 年 5 月 21 日—24 日（每天 9:00—18:00）
网上缴费时间：
5 月 24 日-30 日
考试时间：
6 月初
具体报名、考试、面试、录取等信息请微信识别二维码，
关注各学校官网、招生部门相关招生文件。

扫描二维码，点击菜单栏人才招聘
→订单班招生，了解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