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情介绍】
2017 年 10 月 ，吴 女 士 在 杨 老

板开设的美容院里做美容，因店员
操作不当导致吴女士受伤。经消
费者权益委员会主持调解，双方就
赔偿问题达成了调解协议。为了
确保协议的顺利履行，调解当日吴
某、杨某一起来到法院申请司法确
认，法院经审查后出具裁定书确认
该调解协议有效。

【法理评析】
司法确认制度是指对于涉及到

民事权利义务的纠纷，经行政机关、
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
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
组织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合同性质
的协议，经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签字
盖章或双方当事人签署协议之后，

如果双方认为有必要，共同到人民法
院申请确认其法律效力的制度。

随着纠纷解决的多元化，不少人
选择在纠纷发生后找调解组织进行调
解，以方便、快捷地化解纠纷。但双方
由此达成的调解协议仅具有民事合同
的效力。当一方反悔时，另一方无法
直接以该协议为依据申请法院强制执
行，调解的努力和成果难免付诸东
流。为了解决该问题，免除双方的后
顾之忧，双方可以在达成调解协议后
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关于司法确认的结果，《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
对此作出了专门规定：“人民法院受理
申请后，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裁
定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
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
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不符合法律

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当事人可以通
过调解方式变更原调解协议或者达成
新的调解协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关于司法确认的协议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百
五十七条作出了排除性的规定：“当事
人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

（一）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的；
（二）不属于收到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
的；（三）申请确认婚姻关系、亲子关
系、收养关系等身份关系无效、有效或
者解除的；（四）涉及适用其他特别程
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程序再审的；

（五）调解协议内容涉及物权、知识产
权确权的。”

【法官提示】
纠纷双方如需申请司法确认，应

当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天
内，共同向调解组织所在地的基层
人民法院提出申请。需提交的材
料主要包括调解协议、调解组织主
持调解的证明、与调解协议相关的
财产权利证明以及双方的身份、住
所、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值得注
意的是，司法确认程序设立的目的
在于，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调解协
议，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效力，保障
协议的顺利履行，而非将该协议作
为一方当事人进一步诉讼的证据
依据。

□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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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协议需履行 司法确认上保险 好心借人手机
却被转走钱款

手机银行因其便捷性被很多市民
广泛接受并普遍应用，但在日常使用
时如果忽视安全问题，很可能会招致
财产被侵害的情况发生。前些日子，
市民林女士就因为把手机借给他人使
用，遭遇了被转走钱款的盗窃案。

3月 7日清晨，市民林女士来到城
桥派出所报警，称其手机银行里少了
31000元。

据林女士介绍，3月 6日 0时 40分
许，一名年轻男子来到林女士开的餐
饮店吃饭，期间该男子称自己忘带了
手机，想借用一下林女士的手机打个
电话。因为该男子来吃过几次饭，林
女士便把手机借给了他。该男子拿着
手机去了店里的卫生间，几分钟后男
子出来把手机还给了林女士，随后借
故去隔壁超市买东西离开。结果该男
子过了许久都没回来，于是林女士翻
看手机查找男子打过的电话回拨回
去，接电话的正是该男子，通话后，男子
加了林女士微信并把饭钱转给了她。

3 月 7 日凌晨 2 时许，林女士在使
用手机银行时才发现卡上钱少了，随
即报警。

警方根据报警人描述，认为该名
男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随即展开侦
查，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的居
住地，并将其带回派出所讯问。

李某某到案后，对自己盗窃林女士
手机银行钱款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交代，其去
年12月来崇生活，到今年3月的时候身
边的积蓄已所剩无几，于是动起了歪
脑筋。李某某称，他之前一次去林女
士的餐饮店吃饭时找林女士以现金兑
换微信红包，借机偷记下林女士的微
信转账密码。3月 6日凌晨，犯罪嫌疑
人李某某再次去林女士的餐饮店时，
通过借用林女士手机，将林女士手机
银行的钱款利用微信转账至自己的账
户，实施盗窃，之后删除了所有的转账
痕迹。据李某某称，其盗窃所得的
31000元已在网络游戏中挥霍一空。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已被崇
明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
理中。

警方提示：
市民在使用手机银行、微信转账

等金融功能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密
码，不要轻易将手机借给他人使用；如
果确实要借，也万万不要让手机脱离
自己视线。

□ 记者 沈俊 通讯员 沈宵凌

举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相关知识举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相关知识
本市对举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

线索有什么奖励？
根据《上海市举报涉黑涉恶违

法犯罪线索奖励办法（试行）》规定，
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的，按照下列
标准对举报人给予一次性奖励：

1、举报提供黑社会性质组织线
索的，奖励人民币 10 万元至 20 万
元；

2、举报提供恶势力犯罪集团线
索的，奖励人民币 3万元至 5万元；

3、举报提供涉恶类犯罪团伙
的，奖励人民币 1万元至 3万元；

4、举报提供涉黑涉恶案件在逃
嫌疑人线索的，奖励人民币5千元至1
万元。

相关举报途径
举报人可通过窗口、信函、电

话、网络等渠道向各级扫黑办、纪检
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公安机关、市
民服务热线，以及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实名或匿名举
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

全 国 扫 黑 除 恶 举 报 网 站 ：
www.12389.gov.cn；

全国扫黑除恶举报信箱：北京
市邮政 19001 号信箱；举报电话：
010-12389。

上海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
小组办公室举报电话：22028307；互
联网举报：shshb2018@126.com；来
信举报：上海邮政 30-067 信箱,邮
政编码 200030

上 海 市 公 安 局 举 报 电 话 ：

22028307；互联网举报：sjshb2018@
163.com；来信举报：上海市中山北一
路 803号，邮政编码 200083

上海市纪委举报电话：12388；互
联网举报：www.shjcw.gov.cn；来信举
报：上海市宛平路 7 号（市纪委信访
室），邮政编码 200030。

上海市委组织部举报电话：12380；
互联网举报：www.shanghai12380.gov.
cn；来信举报：上海市高安路19号（举报
受理中心），邮政编码200031。

上海市崇明区扫黑办举报电话：
59623818。

崇明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
组办公室举报方式：

举报电话：24060870（周一至周五
8∶30-17∶00）；

互联网举报：cmshce@163.com；
来信举报：上海市崇明区崇明大

道 8188号区行政办公中心 1号楼 312,
邮政编码 202150。

上海市公安局崇明分局举报方
式：

举报电话：24060870（周一至周五
8∶30-17∶00）；

互联网举报：shcmshb2018@163.
com；

来信举报：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
湄洲路 268号，邮政编码 202150。

崇明区纪委举报方式：
举报电话：12388；
互联网举报：jjjc.shcm.gov.cn；

来信举报：上海市崇明区崇明大
道 8188 号区行政办公中心 1 号楼，邮
政编码 202150。

崇明区组织部举报方式：
举报电话：12380；
互联网举报：cmzzbbg@163.com;
来信举报：上海市崇明区人民路

68 号 2 号 楼 211 办 公 室 ，邮 政 编 码
202150。

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其背后“保
护伞”线索包括哪些？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要求重点打击
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黑恶势力

“保护伞”线索；黑社会性质组织线索；
恶势力犯罪集团线索；涉恶类犯罪团
伙线索；全国扫黑办等部门以及市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挂牌督办
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案件在逃人员线索。

本市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其背后
“保护伞”线索举报奖励包括哪些？

1、纪委监委机关、公安机关未发
现或未掌握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其
背后“保护伞”线索，并查证属实的。

2、纪委监委机关、公安机关已掌
握，但举报人反映内容更为具体详细，
并在案件侦破、查处、追究黑势力“保护
伞”刑事责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

3、为缉捕公开悬赏在逃涉黑涉恶
违法犯罪嫌疑人及其背后“保护伞”提
供具体藏匿地点、活动路线等重要线
索，有效协助办案单位抓获嫌疑人到

案的。

对举报人不予奖励的情况包括
哪些？

1、犯罪嫌疑人、服刑人员等被
羁押人员检举揭发的；

2、公安机关已发现、掌握的；
3、国家工作人员在其职责范围

内知悉的；
4、负有特定义务的人员举报的；
5、符合其他不属于奖励范围的

情形。

本市对举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
线索人员有哪些保护措施？

公安机关办案部门经评估认为
确有必要采取保护措施的，应当制
作呈请举报人保护报告，参照有关
规定履行审批程序，依法采取举报
人保护措施。

纪委监委机关、组织部门、其他
政府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接到
举报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后，认为确
有必要对举报人采取保护措施的，
按程序商请公安机关采取举报人保
护措施。

公安派出所及其相关责任单位
可以对保护人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
保护措施：（一）不公开真实姓名、住
址、通讯方式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
息。（二）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被保
护人。（三）对被保护人及其近亲属
的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
施。（四）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

□ 警秀崇明

激发区域经济活力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上接1版）联系企业的机构职能，积
极推进崇明区与中外经贸机构、工商
企业的交流与合作，联合各方面力量，
为崇明生态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利用
参与筹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一带
一路名品展等契机，宣传推介崇明，吸
引优质企业资源到崇明发展，并发挥
在国际仲裁、法律咨询等领域的专业
优势，助推营商环境建设，为崇明企业
开拓国内外市场保驾护航。

节水减排 从点滴做起

（上接1版）其中长江小学荣获上海市
节水型示范学校。

徐建在讲话中表示，当前，是上
海加快建设“四大品牌”、“五个中心”
的关键时期，也是进一步优化用水结
构、转变用水方式、促进节水减排的
重要时机，上海的节约用水工作将以
贯彻落实国家节水行动为主线，以推
进节水减排、节水降污为切入点，结
合《上海市水资源管理若干规定》，加
快推进节水定额标准制定、节水示范

载体创建、节水技术创新改造，努力
探索水管理新模式，并通过广泛宣
传，积极发动，切实把“节水优先”作
为常抓不懈的战略举措，为建设成为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出积
极贡献。

李政在致辞中表示，崇明是上海
的河口之岛、城市之岛、生态之岛，打
造优质水资源、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
境是崇明应尽的责任。我们将牢固树
立“节水优先”理念，按照市级节水型

社会建设试点要求，狠抓节水制度的
建立健全、设施设备的建设管理、水体
污染的有效防治、节水技术的应用推
广、非传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节水爱
水的氛围营造，让节水工作贯穿于世
界级生态岛建设的各方面、全过程，努
力把崇明建成“科学管理、用水高效、
安全供给、水景优美、人水和谐”的节
水型社会。

开幕式还向荣获节约用水示范小
区、企业、机关、工业园区和农业园区
称号的单位代表颁奖，并向节水志愿
者代表授旗。

2019环崇明岛女子世巡赛收官

（上接 1版）卢思颖已被淹没在大团
之中。

在终点冲刺阶段，荷兰选手洛伦
娜通过与队友的精彩配合，以 2 小时
52 分 01 秒荣获赛段冠军。泰国选手
朱塔蒂普收获赛段第二名，赛段第三
为比利时乐透-速的奥队的科佩基·

罗特。中国丽以芙车队的赵茜沙获
得赛段第四名。

三 天 赛 事 收 官 ，挪 威 高 科 技 产
品队、比利时乐透-速的奥队以及比
利 时 范 埃 克 队 位 列 团 体 总 成 绩 前
三，中国丽以芙队荣获亚洲最佳团
体称号。区委副书记、区长李政为

获得团体总成绩前三的车队颁奖。
近 年 来 ，依 托 于 世 界 级 的 公 路

自行车赛，崇明的公路网正在升级
拓展。崇明生态大道、环岛景观大
道、北沿公路、建设公路、陈海公路
等将陆续新建或改扩建。崇明还将
建造场地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和小

轮车场地。前不久启用的上海崇明
体育训练基地内也将新建上海自行
车馆，包括一座室内自行车馆、小轮
车训练馆、小轮车室外训练场地和
上海自行车队训练配套用房等。届
时亚洲自行车联盟办事处也有望落
户崇明基地。

打造世界级
安全岛智慧岛

（上接 1版）侵犯知识产权和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等突出违法犯罪活动，持
续深入推进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等社
会公共安全隐患整治，在确保崇明地
区社会治安秩序持续好转、不断提升
公众安全感和获得感的同时，全力为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崇明世界级生
态岛建设提供安全稳定有序的社会
治安环境。

陈臻指出，要围绕重点、抓紧推进
崇明“智慧公安”建设，同时不断完善
深度应用，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
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
续，打造世界级安全岛、智慧岛。市公
安局相关部门将切实加强指导，在技
术、数据等方面全力支持崇明“智慧公
安”建设。

唐海龙向市公安局一直以来对崇
明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对崇明
公安工作表示肯定。他指出，“智慧公
安”是“智慧生态岛”的重要组成部分，
崇明将一如既往地全力推进“智慧公
安”建设，加大违法犯罪活动打击力
度，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持续提升
群众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