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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河县人民法院打造便捷高效道路交通纠纷处理平台

让“多处跑”变成“一处办”
□本报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吴源源 谢瑾

这样的法庭真便民
为推进道交一体化处理中心

建设，唐河县人民法院成立了道交
一体化法庭，对道路交通纠纷实行
精准分流、专业化审理，并联合县
司法局成立唐河县道路交通事故
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多部门的
配合下，在道交一体化处理中心形
成了集事故责任认定、 保险理赔、
司法鉴定、人民调解、司法确认、立
案审判等“一站式”诉讼服务平台。

日前， 王某驾驶一辆重型半
挂牵引车与行人赵某碰撞， 造成
赵某受伤、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后， 受害者家属与肇事
方就损失赔偿问题在唐河县道路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
一体化处理中心进行了处理，唐
河县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
委员会委派专职调解员对此案先
行调解， 调解员通过处理平台向
当事人展示了需要赔偿的项目、
标准和赔偿数额， 又通过对法律
法规的解释， 双方最终达成调解
协议， 并于当天经法院道交一体
化法庭对该调解协议进行了司法
确认， 经确认的调解协议与法院
判决、裁定具有同等效力。

近年来， 因为交通事故赔偿
纠纷案件数量连年增长， 办案压
力持续加重， 导致有些案件正常
排期要到数月后开庭， 而保险理
赔等更是需要更长时间。 唐河县
人民法院为解决这些痛点和难
点， 积极与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
民调解委员会配合做好诉前调
解，对无法调解的案件，提供立案
登记、诉前保全、诉讼缴费、司法
确认、诉讼审理等一站式的服务，
确保所有业务在道交一体化处理
中心都可办结，做到简案快审、繁
案精审、司法确认当天办结，进一
步提升案件办理速度， 减轻群众
诉累。

这样的调解真省钱
为加强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案

件的化解，该法院积极发挥人民调
解“零费用”优势，减轻当事人经济
压力，缩短案件办理时间，加快理
赔速度， 缓解当事人的精神压力，
为群众提供更便捷的司法体验。

4 月 25 日， 孙某驾驶小型客
车与马某骑行的电动车发生碰撞，
导致马某受伤，构成九级伤残。 因
孙某车辆只购买了交强险，保险公
司只同意在交强险限额内扣除非
医保用药后支付 11 万元， 不足以
赔偿马某全部损失，其余部分需要
孙某另外赔偿，但孙某觉得保险限
额之外的赔偿数额较大不愿支付。
道交一体化法庭经过多次耐心调
解，与保险公司和孙某进行沟通协
调， 最终保险公司同意赔付马某
11.54 万元，马某与孙某也成功达
成调解协议，由孙某交强险外直接
赔偿 3.7 万元，为马某争取了最大
的权益， 减轻了当事人的经济负
担。

8 月 21 日，王某与未成年人周
某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了周某面
部受伤。 因交通事故肇事车辆系无
任何保险的三轮车，且周某主要是
面部伤情，疤痕的后期治疗和申请
人的心理伤害比较明显，所以双方
在赔偿金额上分歧较大，经过多次
协商达不成调解。 道交一体化法庭
通过联系鉴定机构，咨询申请人伤
情的后期治疗情况，多次在当事人
之间斡旋调解， 最终双方达成协
议，案件顺利调解。 ⑥1

这样的“网聊”真给力
“真是太感谢了，我们公司在湖

北枣阳，因为疫情实在来不了，现在
拿着手机，坐在家里就能参与庭审，
真是太方便了! ”某保险公司的委托
代理人激动的说道。

3 月 10 日， 该法院道交一体化
法庭法官刘永晓公开开庭审理了一
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因为
疫情防控原因，双方当事人参与现场
庭审都有困难，刘永晓决定使用“云
间”庭审系统审理该案，让当事人足
不出户在家通过互联网就可以参与
庭审活动。 经过半个小时的线上调
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通过远程
电子签名确认，案件圆满审结。

为进一步提升审判效率，道交一体
化法庭创新推出“微信质证”“微信调
解”，经电话沟通均同意使用微信的案件
当事人，由法官建立微信群，组织远程证
据交换、微信调解，这样既可以减轻当事
人的诉累，又可以提高办案效率。

5 月 20 日， 田某驾驶手扶拖拉
机与两辆重型半挂货车发生交通事
故，造成田某受伤。 因两辆货车所投
保的保险公司在登封，法官多次与其
联系均无回音，最后通过道交一体化
平台联系到省保险公司，让其督促分
公司积极应诉，后分公司通过律师联
系到道交一体化法庭，法官在考虑实
际情况后，决定建立微信群进行沟通
调解，帮助保险公司减轻诉累，尽快
将案件审结，通过微信群中的沟通交
流、证据展示，最终通过线上视频调
解，达成调解并在线签署文书。

该法院在探索解决道路交通事
故纠纷中不断创新方式方法，不仅为
当事人提供“一站式”的诉讼服务，还
依托智慧法院建设实现“一网办通”，
当事人可以享受到在线立案、在线调
解、电子送达、在线庭审等诉讼服务，
切实减少当事人诉累,缓解法官的办
案压力，真正做到了司法为民，案件
办理进入阳光高效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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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由法官建立微信群，组织远程证
据交换、微信调解，这样既可以减轻当事
人的诉累，又可以提高办案效率。

5 月 20 日， 田某驾驶手扶拖拉
机与两辆重型半挂货车发生交通事
故，造成田某受伤。 因两辆货车所投
保的保险公司在登封，法官多次与其
联系均无回音，最后通过道交一体化
平台联系到省保险公司，让其督促分
公司积极应诉，后分公司通过律师联
系到道交一体化法庭，法官在考虑实
际情况后，决定建立微信群进行沟通
调解，帮助保险公司减轻诉累，尽快
将案件审结，通过微信群中的沟通交
流、证据展示，最终通过线上视频调
解，达成调解并在线签署文书。

该法院在探索解决道路交通事
故纠纷中不断创新方式方法，不仅为
当事人提供“一站式”的诉讼服务，还
依托智慧法院建设实现“一网办通”，
当事人可以享受到在线立案、在线调
解、电子送达、在线庭审等诉讼服务，
切实减少当事人诉累,缓解法官的办
案压力，真正做到了司法为民，案件
办理进入阳光高效的快车道。

新野县政法委一行到唐河县人民法院道路交通一体化处理中心学习

开庭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

道交一体化工作推进会
欢迎关注

唐河县人民法院微信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