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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园员缘 年南京市两级法院医疗损害案件审判实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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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医疗诉讼重点、难点问题以及医疗损害案件发生的原因，为防范和化解纠纷
系统收集南京市两级法院 圆园员缘 年审理结案的医疗损害案件（计 苑愿 起），对判决书
医疗损害案件诉讼时限过长，愿员援愿豫的一审案件审判时限在半年以

中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

上，愿愿援怨豫的二审案件经历了一年以上的诉讼历程；患方胜诉的案件中，诊疗行为过失导致赔偿的

案件占医方败诉案件的 源园援缘豫，告知不到位导致赔偿的占比为 圆园援圆豫，病历管理不当导致赔偿的占
比为 猿援远豫。

医疗损害诉讼调解率低，反映了医患双方在法律责任方面分歧较大；医疗诉讼审

理时限过长，且大部分案件经历了两次技术鉴定，诉讼效率低下，患者诉讼维权成本较高；医方告
知不到位及病历书写不规范等问题仍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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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医疗损害案件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

为野裁定书冶的案例曰于审判程序为野再审冶的案例曰

与患者渊或患者近亲属冤之间因医疗行为相关损害而

盂案件号重复的案例遥 最终获得案件数为 苑愿 例袁

产生的民事诉讼案件遥 对医疗损害案件审判的实例
分析袁意在探究医疗损害诉讼的重点难点问题袁提升
诉讼效率及其公平性曰同时袁案件实例分析对于探究
医疗纠纷发生原因也有裨益遥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叶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曳渊法
释咱2013暂26 号冤袁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袁除存在涉
及国家秘密尧个人隐私尧涉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尧以
调解方式结案等情形者袁各级法院审结的案件均应
当在互联网上公布遥 该规定为医疗损害案件的实例
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遥

其中有 源 例案件同时涉及 圆 家医院袁员 例案件同时
涉及 猿 家医院遥

一尧案件审判概况
渊一冤受理法院分析
如表 1 所示袁2015 年度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及

各区法院计判决结案医疗损害案件 78 例袁其中一审
33 例袁二审 45 例遥 一审 33 例案件中袁判决 26 例袁驳
回 7 例遥 南京市医疗损害案件审判呈现出一定的地
域性特点袁鼓楼区尧玄武区尧秦淮区等医疗资源相对

本文从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 野中国裁判文

丰富的地区涉诉医疗损害案件较多遥此外袁二审判决

书网冶渊网址院http院//wenshu.court.gov.cn冤 收集相关

审结案件例数多于一审各区法院判决结案例数之总

案例遥 遴选案例的条件和步骤是院 在案由栏输入

和袁 这可能与一审法院存在不少调解结案的情况有

野医疗损害冶袁在判决年份栏输入野2015 年冶袁法院地

关袁也可能与南京市中级人员法院 2015 年审判改革

域栏输入野江苏省冶袁中级法院栏输入野江苏省南京
市中级人民法院冶袁共检索出 115 例案件渊检索日
期为 2016 年 6 月 22 日冤遥 排除标准院淤文书类型

推进尧集中处理积案的努力有关咱员暂遥
渊二冤涉诉医疗机构等级分布

78 例案件中袁 三级医院涉诉案件为 70 例袁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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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园员缘 年南京市两级法院判决结案医疗损害案件分布
情况

法院
南京中院
鼓楼区法院
玄武区法院
秦淮区法院
建邺区法院
溧水区法院
浦口区法院
高淳区法院
栖霞区法院
江宁区法院
合计

判决渊例冤
猿源
员圆
园猿
园缘
园员
园员
园员
园员
园员
园员
远园

驳回渊例冤
员员
园圆
园猿
园员
园园
园园
园园
园员
园园
园园
员愿

案件合计咱例渊豫冤暂
源缘渊缘苑援苑冤
员源渊员苑援怨冤
园远渊苑援苑冤
园远渊苑援苑冤
园员渊员援猿冤
园员渊员援猿冤
园员渊员援猿冤
园圆渊圆援远冤
园员渊员援猿冤
园员渊员援猿冤
苑愿渊员园园援园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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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损害后果与赔偿情况
渊一冤损害后果与责任程度
本次研究的 苑愿 案例中袁 计有 缘愿 例案件的被告

方存在过错且承担了赔偿责任袁占比为 苑源援猿远豫遥 其
中袁全部责任的占 圆 例袁主要责任的 员圆 例袁同等责任
的 远 例袁以上三项总和为 圆园 例袁所占比例为 圆缘援远源豫

渊圆园 辕 苑愿袁表 圆冤遥 可见袁在绝大部分案件当中医方承担

的责任是比较低的遥在原告胜诉渊获得了医疗损害赔
偿金冤的 缘愿 例案件中袁致患者残疾的有 员缘 例袁占比

为 圆缘援愿远豫渊员缘 辕 缘愿冤曰 致患者死亡的 圆园 例袁 占比为
猿源援源愿豫渊圆园 辕 缘愿冤遥 上述数据一方面提示医疗损害的

严重后果不可小视袁另一方面也能够反映出袁真正

83.3%曰二级医院涉诉案件为 11 例袁占 13.1%曰一级

最终诉诸法院的医患纠纷大多属于案情较重大

3 例案例同时涉及 2 家三级医院袁1 例案件同时涉

途径解决遥

医院涉诉案件为 3 例袁占 3.6%渊其中一审案件中有
及 1 家二级医院和 2 家三级医院曰二审案件中有 1
例案例同时涉及 1 家三级医院和 1 家一级医院冤遥

者袁 大量不涉及人身损害的纠纷往往通过调解等
渊二冤医疗过错情形
本次研究的 苑愿 例案件涉及医疗行为 愿源 次渊每

按医院等级分布来看袁三级医院在 78 例案件中所

家医疗机构的行为算作 员 次遥 因有 源 例案件存在 圆

致与医疗诊疗服务规模尧 就诊患者病情复杂性等

数冤遥其中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的有 圆缘 次袁医疗行为

占比例最大袁一级医院构成比较少遥 究其原因袁大

个或 圆 个以上的被告袁 故而医疗行为次数多于案例

有 员 处过错的有 猿圆 次袁有 圆 处过错的 圆园 次袁有 猿 处

因素有关遥
渊三冤审判时限分布
2015 年南京市各级法院受理的医疗损害案件

过错的 苑 次遥 关于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存在的过错

主要有以下几种院诊疗行为过失渊诊断失误尧漏诊尧手

中袁一审医疗损害案件 33 例袁审判时限 1耀3 个月 1 例袁

术措施不当冤猿源 例渊源园援源愿豫冤尧未履行告知义务 员苑 例

明约 81.8%的医疗损害纠纷审判时限长达半年以

诊尧延误治疗尧转院冤员员 例渊员猿援员园豫冤尧术前准备不充

3耀6 个月 5 例袁半年至 1 年 6 例袁1 年以上 21 例袁表
上遥 提起上诉的 45 例案件中袁二审审理时长在 1 年
以上者 40 例占 88.9%遥

审判时限较长是一个医疗诉讼纠纷由来已久的

问题遥 原因主要在于医疗纠纷的专业性袁且医患双
方分歧较大袁大部分案件需要经过医学技术鉴定方
能定案袁部分案件需要经历两次尧甚至多次鉴定遥 在
33 例一审案件中袁未申请鉴定的仅有 4 例袁只进行

过一次鉴定者 15 例袁进行 2 次或 2 次以上医疗损害

鉴定的 14 例遥 由于鉴定机构资源有限袁每次鉴定都
要等待数月袁所以审判时限常常在一年以上遥
责任分类
全部责任
主要责任
同等责任
次要责任
轻微责任
有过错袁但无因果关系
合计

表圆

渊圆园援圆源豫冤尧管理过失 员远 例渊员怨援园缘豫冤尧处置过失渊转
分 愿 例渊怨援缘圆豫冤尧护理过失 源 例渊源援苑远豫冤尧病历资料
书写不完善 猿 例渊猿援缘苑豫冤等遥
渊三冤赔偿情况

在 苑愿 例案件中袁 医疗机 构承 担主 要责任 的

员圆 例案件赔偿总金额达到 源 远园猿 愿愿怨援愿苑 元袁占 苑愿
例案件总赔偿额 的 源苑援源缘豫袁 平均 每例 案件赔 偿

猿愿猿 远缘苑援源怨 元遥 而医方诊疗行为与患者损害无因果
关系的案件赔偿金额很少袁 平均每例赔偿额为
员园 苑员员援员员 元遥总体上呈现出责任比例越大赔偿金额
越多的态势渊表 圆冤遥

不同责任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赔偿金情况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渊例冤
园圆
员圆
园远
员远
员猿
园怨
缘愿

总赔偿金渊元冤
园猿园猿 员愿苑援愿苑
源 远园猿 愿愿怨援愿苑
园远园圆 源员远援园园
猿 圆怨圆 圆猿远援愿猿
园愿园缘 源愿源援猿远
园怨远 源园园援园园
怨 苑园猿 远员源援怨猿

比例渊豫冤
园园猿援员圆
园源苑援源缘
园园远援圆员
园猿猿援怨猿
园园愿援猿园
园园园援怨怨
员园园援园园

均数渊元冤

员缘员
猿愿猿
员园园
圆园缘
远员
员园
员远苑

缘怨猿援怨源
远缘苑援源怨
源园圆援远苑
苑远源援愿园
怨远园援猿源
苑员员援员员
猿园猿援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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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存在医疗过错袁在部分案件袁因医疗过错行为

三尧分析与结论

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袁赔偿额很少袁不

渊一冤医疗损害案件审判越来越注意辩证地运用
医疗损害鉴定结论

足以弥补患者因诉讼增加的新损失遥 从统计数据
来看袁野医方诊疗行为有过错袁 但与患者损害无因

通常认为袁由于法官并不精通医学问题袁医疗损

果关系冶的医疗损害纠纷袁市法院判决医方承担的

害鉴定结论是医疗侵权赔偿案件处理的核心袁有着

平均赔偿金额为 10 711.11 元袁赔偿数额从 猿 园园园耀

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作用咱2暂遥 但实际上袁鉴定结论不
一定是定案依据遥 南京市两级法院的医疗纠纷审

理中袁判决结果与医疗损害鉴定结论表现出野不相
对应冶的关系袁玄武区人民法院渊2014冤玄民初字第
1179 号民事判决尧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渊2015冤鼓

圆园 园园园 元不等遥 算上诉讼费用开支尧律师代理费用
开支袁患方将所剩无几遥

渊三冤医患双方分歧大袁大多案件均涉及重新鉴
定袁上诉者较多
在 33 例一审案件中袁进行 2 次或 2 次以上医疗

民初字第 2646 号民事判决袁在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

损害鉴定的 14 例袁 占 42.4%曰78 例医疗损害案件袁

构认为不构成事故袁但经审理能够认定医疗机构确

还显示袁2015 年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结案的二审

问题上作出了与鉴定结论相左的结论曰对于鉴定机

医患双方对判决均不服的有 11 例袁占 14.10%遥 数据

实存在民事过错的尧符合民事侵权构成要件的袁法院

案件数量比各区法院一审案件数量之总和还要多

认为袁 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遥 而玄武区人民法院

一些袁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医疗损害案件上诉率甚

渊2015冤玄民初字第 1 200 号民事判决袁在野原因力为

高遥 充分分析相关案件可以发现袁医患双方发生的

轻微因素冶的鉴定意见基础上袁法院判令医方承担

争议焦点主要是赔偿数额遥 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

40%的赔偿责任遥 从统计数据来看袁即便是医疗行为

在于对医学专业问题信息不对称袁 医护人员处于

仅为野轻微因素冶的医疗损害纠纷袁南京市两级法院

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一方袁 而患者处于信息匮乏

判决 医方 承担的 平均 赔 偿 额 也 达 到 了 61 960.34

的一方袁由于各自掌握的信息程度不同袁则作出的

元遥事实上袁医学技术鉴定结论中的原因力所考虑的

决策也有很大的差异曰此外袁医患双方对生命健康

因素袁 包括了疾病向不良后果自然转归的几率问题遥

权保障水平尧医疗损害原因力原理尧赔偿标准合理

但是就个体而言袁不良转归的事件未必会发生袁所以

性等问题的认知差异仍然存在遥 在医患双方分歧

不能简单地将由疾病参与度衍生而来的原因力大小

较大的情况下袁 除了需要审判人员耐心地与双方

之结论作为认定赔偿责任大小的依据遥

进行沟通调解外袁 医疗损害鉴定机构也应当在鉴

渊二冤医疗损害案件诉讼效率较低袁患者维权的
成本高

定报告中就相关问题进行充分阐释尧说明袁必要时
应当安排鉴定人员出台接受质证袁 为医患双方答

效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事诉讼制度是否科学的
重要尺度之一 遥 面对案件积压和拖延的问题袁协调
咱3暂

疑解惑遥
渊四冤医方病历书写不规范袁告知义务履行不到

好公正与效率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遥 审判时限的

位袁医务人员服务意识不强

损害案件诉讼效率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考虑袁一是时

案件中袁诊疗行为过失渊误诊尧漏诊尧手术措施不当冤

间成本袁即工作效率的提高袁审判时限的缩短曰二是

产生较多袁其次为处置过失尧管理过失尧未履行告知

经济成本遥南京市两级法院的医疗损害案件审理中袁

义务遥 在 78 例医疗损害纠纷案件中袁医疗损害发生

咱4暂

长短是影响诉讼效率的重要因素遥 分析南京市医疗

一审案件约 81.8%的审判时限长达半年以上袁 提起

上诉的 45 例案件中袁一审及二审审理时长在 1 年以

在 2015 年度南京市两级法院审结的医疗损害

的原因为病历资料问题的占 3.缘苑%遥 病历记录在医

疗损害鉴定中往往具有决定性的证据作用袁 但由于

上者占 88.9%袁诉讼时间耗费较大遥 我国民事诉讼在

病历记录为医务工作人员所写尧保存袁经常导致患者

制度的设计和建立方面已经有一定的进展袁例如调

对其真实性的质疑遥分析调查结果得出袁引发争议的

解制度尧一事不再理原则等袁然而南京市两级法院的

病历资料问题主要包括院病历记录不规范袁医方无相

医疗损害案件审理中由调解结案的极少袁诉讼不经

关病历记录袁医方病历资料尧病史不一致遥此外袁患者

济的现象仍是一个问题袁诉讼制度还需完善遥 且由

的知情同意是医疗机构合法实施医疗行为的前提条

于专业知识所限袁患者对医方是否存在过错等案件

件遥 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实现依赖于医务人员履行告

事实缺少预判能力袁部分患者诉讼在经济上也是得

知义务的程度袁 正确充分的解释说明与有效的沟通

不偿失的袁完全败诉的案件占比达 25.64%袁此外袁

是使患者知情的基本条件咱5暂遥 从 78 例医疗损害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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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中发现袁医方未正确履行告知义务并由此承担

少有专家出庭袁如此一来鉴定的公正性尧科学性就

赔偿责任的占 20.2源%袁可见医方的告知不当也是一

会令人怀疑遥

绝非一日之功袁故而误诊尧漏诊尧手术失误等医疗过

务人员的服务意识

渊三冤视患者如亲人袁以善良管理人理念提升医

个主要问题遥 众所周知袁医疗机构诊疗水平的提升

叶侵权责任法曳第五十四条规定袁野患者在诊疗活

失行为是无法完全杜绝的遥 但是袁管理水平尧服务意
识提升相对要容易许多遥 医疗机构的当务之急是提

动中受到损害袁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袁由

升医务人员野以病人为中心冶的服务意识遥 充分告知

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遥 冶可见袁医疗损害赔偿责任

医疗风险尧及时规范地书写病历资料袁这些工作都是
医方力所能及的遥 但实际情况是袁很多医务人员工

不限于医疗技术侵权行为遥从 2015 年南京两级法院

医疗损害案件审判情况看袁 医疗机构赔偿责任的承

作不严谨袁导致很多本可以避免的医疗损害纠纷最

担并不仅限于技术过错袁病历书写缺陷尧知情同意制

终发生袁并被判令承担赔偿责任遥

度执行不到位等情况也导致了医方败诉遥 这些案件

四尧意见与建议
渊一冤完善医疗损害鉴定准入及鉴定工作机制袁
提升鉴定的公正性尧科学性及可及性
只有完善医疗损害鉴定准入机制袁才能做到鉴

反映出袁 医方的服务水平与相关法律的要求之间还
存在差距遥人们通常会将野视患者如亲人冶当作一项道
德要求袁实则不然遥 诚信原则是我国民事法律的基本
原则之一咱7暂袁从诚信原则的角度看袁在医疗服务活动

中袁医务人员应当以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标准来规范

定有据袁提高医疗损害鉴定的专业水平和鉴定结论

自己的服务行为遥 所谓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袁源自于

的可信度袁减少公众质疑袁确保司法审判的公平公

罗马法袁又称善良家父注意义务咱8暂袁与我国野视患者如

正遥当前袁江苏省的医疗损害鉴定主要由地级市的医

亲人冶的传统道德要求异曲同工遥 医方风险告知不充

学会及省医学会负责遥 由于医学会与医疗机构之间

分尧不及时转诊患者等情形袁显然都是与善良管理人

存在业务上的关联袁其公正性受到质疑遥 又由于医

角色相悖的袁医疗机构最终也都承担了不利后果遥 笔

学会人手有限袁各医学会的鉴定任务十分繁重遥 但

者以为袁 当前医疗卫生界应当贯彻善良管理人的观

是袁既往实践也表明袁部分社会司法鉴定机构由于鉴

念袁让医务人员认识到自己绝不仅仅是医疗技术工作

定能力所限袁没有能力承担医疗损害鉴定任务袁其所

者袁 而且还是一位与人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的服务者袁

出具鉴定报告在科学性方面往往不能令人满意遥 应

如此医务人员方能逐步转变观念尧提升服务品质遥

当建立统一的准入机制袁让符合条件的司法鉴定机
构与医学会平等地享有承担医疗损害鉴定工作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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