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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中法友 〔2014〕 2号

潮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潮州市公安局 潮州市司

法局 中国保隆監督管理委員会油共監管分局

美子印友 《夫千建立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訴凋

対接工作机制的実施意兄》的通知

/1・ 市各具、区人民法院、公安局 (分局 )、 司法局,潮州市各保隆

公司:

現粋潮州市中須人民法院、潮州市公安局、潮州市司法局、

中国保隆監督管理委員会油共監管分局咲合十1定 的 《美予定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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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実杯,次真貫御落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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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子建立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訴凋

対接工作机制的実施意見

力及叶、有妓、妥善処理道路交垣事故条件,象ゲ人民群余

的合法枚益,菅造良好的法治不境,根据 《中学人民共不口国民事

訴松法》、最高人民法院《美子建立健/1N訴松均♯訴淡相衛接的矛

盾多1分解決机+1的 若千意見》、片末省高牧人民法院、片木省公安

斤、片末省司法斤 《美子建立道路交ミ事故条件訴凋衛接工作机

十1的 意見》不口庁末省高須人民法院、中国保障監督管理委員会片

末監管局、中国保障監督管理委員会深り|1監 管局 《美子建立声末

保隆多‖分訴凋対接机十1的 実施意見》等規定的精神,錆合我市実

陣,潮州市中牧人民法院寺潮州市公安局、潮州市司法局、中国

保隆監督管理委員会油共監管分局咲合十1定 美予定立道路交通事

故条件訴凋対接工作机+1的 実施意見。

一、基本規定

第一条 潮州市中牧人民法院、潮州市公安局、潮州市司法

局、中国保隆監督管理委員会油共監管分局庄在依法、便民、自

尽原只1的指早下,俎須跡凋仝市道路交邁事故条件訴凋対接工作 ,

形成互相咲系、相互配合、相互促逃的良性互功机牛1。

第二条 潮州市中須人民法院与潮州市公安局、潮州市司法

局、中国保隆監督管理委員会油共監管分局共同成立工作頷早小

_//■ ,寺 1可 負責lld凋解決仝市在貫御本実施意見中過至1的 困准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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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督促栓査工作逃晨情汎。

第二条 潮州市中須人民法院負責協凋各基晨人民法院建立

道路交ミ事故巡回法庭,井か張対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僕夕1分案

件丈理的指早。同時,充分友拝常非1枚的規苑、引早作用,碗保

訴凋対接工作依法稔妥逃行。

潮州市公安局指早各貌交通管理部11カ 道路交ミ事故巡回法

庭不口道路交理事故人民凋解委員会提供亦公場所,負 責亦公場地

秩序的管理,在凋解工作人員及双方当事人過有緊急或突友情汎

叶,及叶予以llT助解決。

潮州市司法局負責指早定立道路交通事故人民凋解委員会。

人民凋解委員会久責依法凋丈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僕多‖分,力 道

路交通事故当事人元僕提供法律盗洵,井 引早符合法律援助条件

的当事人向法律援助部 1可 提出申清。

中国保陰監督管理委員会油共監管分局在保隆行立内対訴凋

対接工作机十1逃行宣侍,推功保隆行立釈板参-5~凋 解工作,指早

各保隆公司定立条件凋解常llL程序的快速壇道。

第四条 各須人民法院与対立的各須公安交週管理部 1可 、司

法局、保降机杓均建立訴瀾対接咲席会洪十1度 ,原ス1上毎年召升

一次。主要是研究lll定工作友晨規支1、 方案、年度工作目林;交

流工作情九及信 `息
,lld凋 丈理群体性或具有重大社会影噛的道路

交通事故多‖分;羽卜査、分析群炎美注的重′点、准′点同題;恙結、

友現和推片先逃径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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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路交通事故巡回法庭的杓建及取責

第二条 各基戻人民法院在各行政轄区公安交通管理部 1可 浚

立道路交通事故巡回法庭井依法升晨工作。

第六条 道路交週事故巡回法庭堅持依法独立行使常非1枚原

只1;堅持凋解仇先原ス1;堅持自尽平等原只1;堅持依法公正原ス1。

第七条 道路交邁事故巡回法庭力、案一般造用筒易程序,快

立、快凋、快常、快井1,及叶解決多1分 ,化解矛盾。

第八条 道路交通事故巡回法庭的法官和工作人員由人民法

院地派。

第九条 道路交通事故巡回法庭的法官
～

工作人員,原ス1上

以駐庭力主。条件少的人民法院,可祝情汎不定期派出法官不ロエ

作人員至1道路交理事故巡口法庭所在地就地亦案。

第十条 道路交理事故巡回法庭的取責:

(一 )就地受理、凋解、升庭常理道路交ミ事故損害賠僕夕1

分条件 ;

(二 )根据当事人的申清,依法裁定対渉案卒輌逃行訴前財

庁保全和訴松財声保全;当 事人没有提出申清的,必要吋也可以

裁定釆Il■財庁保全措施 ;

(三 )根据当事人的申清,依法裁定先予執行 ;

(四 )対 当事人双方申清司法碗汰的径公安交通管理部 11、

人民凋解委員会須須凋解迷成的具有民事合同性反的llT洪 ,依法

衝汰其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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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指 早、跡助公安交通管理部 |¬ 、人民凋解委員会逃行

訴前凋解;

(六 )対条件丈理辻程中的熟点、焦′点、准点同題逃行分析、

恙結,整理典型条例。

三、訴凋対接具体工作流程

第十一条 公安交邁管理部 1可 在送迷道路交週事故決定ギえ

前,庄告矢口各方当事人可以向公安交近管理部 11申 清損害賠僕凋

解成立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松,井 向当事人友送空白凋解申

清ギ。

対道路交適事故損害賠僕条件,公安交適管理部 1可 一般庄先

行須須渭解。対千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凋解申清或者対公

安交通管理部日須須的凋解有昇袂的,庄 引早当事人向道路交通

事故人民凋解委員会申清凋解。

第十二条 属千人民法院受理苑目的道路交通事故条件,道路

交通事故巡回法庭在立案前,泣対事故賠僕盗1分♯淡解決的可能

性逃行非1断 。対事実清楚、法律美系清晰、争洪林的額不大且未

笙公安交邁管理部 1可 或道路交週事故人民凋解委員会凋解的,座

当私板建袂井引早当事人先至1公安交適管理部日或人民凋解委員

会凋解。

第十三条 道路交週事故渉及保障理賠的,公安交適管理部

11或人民凋解委員会庄通矢口保隆公司参考凋解,各保陰公司庄及

叶指定寺人至1笏参均凋解,防止互相推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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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対重大、疑准、存在不稔定因素的道路交通事故案

件,道路交通事故巡回法庭近叶介入,称助公安交通管理部 1可 或

人民凋解委員会逃行凋解,重点対可能邊入訴松的条件逃行充分

八隆提示及猾法現理,引 早当事人通辻 il・l解化解矛盾。

第十五条 姪道路交通事故巡回法庭建洪井引早,当 事人仙不

同意地捧先行凋解而堅持立接起訴的,道路交通事故巡回法庭庄

当立案受理。

第十六条 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道路交通事故巡回法庭可以

委托公安交通管理部 1可 或人民凋解委員会対己受理但尚未立案的

多1分或己立案常理的多‖分逃行凋解。

第十七条 対千訴前委托公安交垣管理部 11或 人民凋解委員

会凋解的,自 道路交壇事故巡回法庭委托え曰起 7国 内不能迷成

凋解lll洪的,庄 当結束凋解,道路交通事故巡回法庭庄当依法及

叶逃行常理。

第十八条 対千訴中委」lt公安交通管理部 1可 或人民凋解委員

会凋解的,自 道路交理事故巡回法庭委托え曰起 10国 内不能迷成

凋解跡洪的,庄 当結末凋解,道路交通事故巡回法庭庄当及叶常

理。

第十九条 公安交ミ管理部 11或 人民凋解委員会対径主持凋

解而未能迷成凋解跡洪、当事人起訴至1人 民法院的条件,要及叶

向人民法院適扱原凋解工作的有美情汎。

第二十条 対已姪立案受理的条件,道路交通事故巡回法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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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汰真俎須双方当事人逃行凋解。迷成凋解称洪的,允寺当事人

申清撤訴或申清道路交通事故巡回法庭常査后lll作調解ギ。未能

迷成凋解lll洪的,道路交垣事故巡回法庭泣当及叶非1決。

第二十一条 道路交通事故巡回法庭作出民事非1決后,対千

保隆公司需向責任人追僕的条件,可 由道路交通事故巡回法庭快

速立案,快速常理,井及叶釆取財庁保全措施。

第二十二条 道路交週事故巡回法庭在常理条件中可以邊清

公安交邁管理部日或人民凋解委員会参均訴松凋解。

第二十二条 対造成人員受物的交近事故,公安交ミ管理部 1可

庄重失口保隆公司按照机功卒交邁事故責任張十1保険条款規定支付

拾救費用,男 ギ面告失口賠僕枚不1人可向人民法院起訴井申清先予

抗行。対肇事キ輌放行后可能影噛条件執行的,庄告失口当事人向

人民法院申清訴前財声保全。対当事人申清訴前財声保全的,人

民法院庄及叶作出裁定井杵相美情光通扱公安交通管理部 1可 。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就公安交通管理部 11或 人民凋解委員会

凋解迷成的具有分付内容的llT洪 ,申 清司法碗次的,道路交通事

故巡回法庭庄当及叶依法常査,符合法律規定的,裁定凋解lll洪

有妓,当 事人拒免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男 一方当事人可依法

向人民法院申清張キ1机行。

第二十五条 径常査,凋解llT洪具有下夕1情形え一的,庄不予

碗汰調解llT洪妓力:1、 逹反法律、行政法規張tll性規定的;2、

侵害国家不1益 、社会公共不1益 的;3、 侵害案外人合法枚益的;4、

-8-



Ｆ
Ｉ
ト
ー
ー
ー
＝

損害社会公序良俗的;5、 内容不明碗,元法碗次的;6、 其他不

能邊行司法碗次的情形。

姪司法常査不予衝次的凋解跡洪,人 民法院要及叶杵不予碗

汰的原因、条件常理中友現的同題及有夫凋解定洪通扱条件所在

地的公安交通管理部 1可 或人民凋解委員会。

第二十六条 対千公安交ミ管理部 1可 或人民凋解委員会凋解

迷成的具有合同数力禾口分付内容的凋解跡洪,未径司法魂決,債

枚人依法向有管轄枚的基渓人民法院申清支付今的,道路交通事

故巡回法庭笙常査符合条件的鹿当向債券人友出支付今,督促債

弁人泣当自1文至1支 付今え曰起十五日内清僕債券或向人民法院提

出ギ面昇洪。債券人在規定期同不提出ギ面昇洪又不履行支付今

的,債枚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清執行。

四、交流制度

第二十七条 人民法院与公安交遁管理部 1可 、司法局、中国保

隆監督管理委員会油共監管分局要定期升晨学刀交流活功,相 互

促逃、共同提高。

第二十八条 人民法院庄当定期逃IIlk典 型条件俎須公安交ミ

管理部 1可 、人民凋解委員会的工作人員労嘴庭常及凋解現摩,井

指派凋解笙詮キ富的法官担任凋解工作指早員,提高凋解技能。

第二十九条 中国保隆監督管理委員会油共監管分局鹿当指

早潮州1保 隆行立協会-5~人 民法院逃行洵追llT凋 ,実現保隆公司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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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賠僕項目、賠僕林准有人民法院造用的賠僕項目、賠僕林准

的相対統一っ私板力保隆多‖分条件的凋解筆案奄1造条件。

第二十条 人民法院与公安交週管理部 1可 、司法局、中国保

隆監督管理委員会油共監管分局庄当建立道路交理事故多‖分条件

訴凋対接工作台帷,客規反映訴凋対接工作的相美信息。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公安交通管理部 11、 司法局、中国保

隆監督管理委員会油共監管分局要か大宣侍力度,大力宣侍対接

工作的机十1仇勢不口工作実妓,提高人民群A的 法十1意 沢和凋解意

沢,促逃社会和ttt。

五、附ス1

第二十二条 本実施意見由潮州市中須人民法院、潮州市公安

局、潮州市司法局、中国保隆監督管理委員会油共監管分局在各

自疱国内俎鉄落実、負責解粋和修汀。

第二十三条 本意見白印友え曰起施行。

抄送:省法院、省公安FT、 省司法斤、省保監局、省保隆行立協会,省法

院民一、二庭。

市委,市 “両定"工作飯早小姐,市政府,市政llt,市 委政法委 ,

市人大内司工委,市社会信用体系建没銃等協調小俎,市場監管体

系定浚銃等協調小俎。

潮州市中須人民法院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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