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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们们是是你你免免费费的的律律师师顾顾问问

咨咨询询邮邮箱箱：：ffzzssbb888888@@116633..ccoomm

根据 《社会保
险法》，由于第三人
的原因造成工伤 ，
第三人不支付工伤
医疗费用或者无法
确定第三人的 ，由
工伤保险基金先行
支付。 工伤保险基

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按
照这一立法精神，《规定》 第八条明确
了因第三人原因造成工伤的三种处理
方式 ：“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
害，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以职工或者其
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

者获得民事赔偿为由， 作出不予受理
工伤认定申请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职工因第三人
的原因受到伤害，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已经作出工伤认定， 职工或者其近亲
属未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尚未
获得民事赔偿， 起诉要求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 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
致工伤，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
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
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
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第三人已经支付
的医疗费用除外。 ”

《工伤保险行政案件》司解解读（7）

遭第三人侵害能享受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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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老汉买完萝卜发现缺两斤 ，理
论时被菜贩殴打并入院治疗。 近日，北
京通州法院判决菜贩赔偿霍老汉 6000
余元。

2015 年 1 月的一天， 在北京通州
区某菜市场，霍老汉去郭某经营的菜摊
买菜发现分量不足，缺两斤，于是回到
郭某的摊位前理论被殴打。 霍老汉家人
报警后，郭某妻子在派出所询问笔录中
认可收错钱，郭某也承认踢了霍老汉肚
子两脚，且霍老汉没动手。 后来，郭某对
自己在派出所做的询问笔录予以否认。

霍老汉出院后， 诉至法院向郭某索赔。
经法院核实，霍老汉的医药费等合理损
失共计 6116.53 元。

法院认为， 郭某对自己在派出所
做的询问笔录予以否认， 其理由缺乏
可信度，法院不予采信。 郭某从事蔬菜
生意，应当诚实经营，其多收取顾客的
菜钱，过错在先。 且郭某作为中年人，
单方动手殴打六旬的顾客， 具有明显
过错。 霍老汉作为消费者，合理适度的
表达不满，并不违背公序良俗。 法院判
决郭某赔付霍老汉 6116.53 元。（京华）

解答：这事关键点在于你与商
场形成的是车辆保管合同还是车
位租赁合同。 如是车辆保管合同，
则保管人须按车辆价值赔偿损失，
如是车位租赁合同，则出租人无须
对承租人在租赁物里的财物失窃
承担责任。认定是否是保管合同关
系，并非仅凭票据后面的一句话来
认定， 而是要结合具体案件来分
析。 从你叙述来看，商场管理处收
取你一定费用后在指定的场所给
你停车， 虽出具的凭证明确注明
“购物广场临时车位使用票”，并作
出明示：“本票仅限车位临时使用，
非车辆保管费”， 但从实际取车的
操作流程来看，是凭票取车，并经
核对票面上的号码一致后才予以
放行，所以商场管理处已具有对车
辆的控制权，其行为已具有保管性
质，而非租赁关系。你可依法维权。

工厂保安井某伙同同事监守自
盗，值班时凿墙盗窃库房内的润滑油。
记者近日获悉， 北京密云法院以盗窃
罪判处井某有期徒刑 1 年 1 个月，罚
金 2000 元。

井某和崔某案发前是北京密云某
工厂保安。 因手里缺钱，两人打起了厂
里库房的主意。2014 年 12 月 4 日晚，正
好赶上井某和崔某都值大夜班，两人商
量去库房偷润滑油。 井某把车开到库房
墙外，两人用事先准备好的撬棍轮流凿
墙。 凿了一个多小时后，凿出一个直径

有 50 厘米的洞，井某从洞口钻进库房，
把库房里的润滑油往外搬。 崔某在墙外
把油往车上运。 当晚，两人共窃得润滑
油 73 桶，经鉴定赃物价值 2.6 万余元。

2014 年 12 月 31 日晚，井某和崔某
再次用同样方法进入库房盗窃电缆线
时，被保安队长发现。 保安队长批评教
育了二人，并让他们先离开，后打电话
报警。 2015 年 4 月 13 日，井某被抓获。

法院认为， 井某的行为已构成盗
窃罪，鉴于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
法对其从轻处罚。 (京华)

凿洞盗窃库房货物
保安因监守自盗获刑1年1个月

菜贩缺斤短两还打人
被判赔偿受害人6000余元

停车场凭票取车
车丢了如何维权？

华先生问：一周前，我的摩托
车停在一家商场的地下停车位 ，
并按要求支付了 2 元停车费。 回
来取时却不见了。 我拿着票据去
找商场管理处， 商场管理处说他
们收的 2 元钱是我租用停车位的
租赁费，不是保管费，管理方已在
票据背面明确提示： 本票仅限车
位临时使用， 非车辆保管费。 请
问，遇此情况如何维权？

暴雨天水浸车，发动机受损，车
主买了暴雨险保险公司不赔； 买了
意外伤害险，意外身故，保险公司不
赔等等。 近日，记者了解到，随着保
险业务不断拓宽， 因保险合同纠纷
告到法院的越来越多。 2014 年广东
省中山市两级法院共受理保险合同
纠纷 617 件， 比 2013 年增长 15%。
2015 年 1 月至 7 月， 广东省中山市
两级法院受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392 件，比去年同期增长 27%。 纠纷
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究其原因主要
是保险合同条款定义不严谨。

2013 年 12 月 5 日， 李先生在
某保险公司中山分公司买了一年的
机动车保险。 2014 年 5 月 11 日，因
天下暴雨， 李先生驾车行至三乡镇
雅岗村时， 来不及探明路面积水有
多深的他，一不小心就“抛锚”了，导
致车辆进水发动机损坏。 事后李先
生向保险公司报案， 保险公司只陪

非发动机损失 1088 元，但对发动机
及其他损失共 20368 元不予赔偿。

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全赔。法院
认为造成保险车辆损失的最主要
原因是暴雨， 而暴雨所致损失，属
于保险合同约定的“暴雨造成保险
车辆损失保险人负责赔偿”的保险
责任范围。

冯女士的儿子驾驶摩托车在
一交叉路口发生事故，送至医院抢
救无效死亡。冯女士处理完儿子的
身后事，找保险公司理赔。 她为儿
子投保了一款人身保险，儿子发生
意外是在保险期内。保险公司拒绝
了赔偿要求，称其投保的险种组合
不承担身故保险责任。

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认为保
险事故已经发生 ，保险公司应承
担给付保险金的保险责任。 根据

保险合同以及投保单背面的 “声
明与授权 ”一栏中 ，没有表明涉
案意外伤害保险不包含死
亡保险责任的内容 。 此
外， 投保单也表明涉
案 意 外 伤 害 保 险 明
显 包 含 死 亡 保 险 责
任 ，保险公司辩解意
见不足以反驳书面保
险合同的证明效力。

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姜新林分析 ， 保险产品条款设计不尽科学是引起官司的主要
原因之一 。 其次开展业务不规范 ，保险公司过于注重业务量增长 ，放松了业务管理 ，存在有的
保险营销员欺诈误导 ，夸大保障范围或收益率等 ，导致保险合同生效 、免责条款适用等诸多问
题 。另外 ，保险理赔服务也未跟上 ，拖赔 、惜赔甚至无理由拒赔现象较为突出 。在投保时未向客
户提供或说明理赔的有关限制规定 ，出险后才对客户言明 ；对客户在提供理赔材料等方面要
求过于苛刻 ，超出合理范围 。 （南都）

条款定义不严谨
是引发纠纷主因

近年来，随着保险业务不断拓宽，保险合同纠纷也在逐年增加

案例 2 意外身故 保险公司被判赔 8万

保险合同条款定义不严谨

法
官
说
法

案例 1 暴雨天水浸车 保险公司被判全赔

以以案案说说法法 72015 年 7 月 31 日 星期五

编辑/方艳 校对/张悦 版式/邱文丹

网上打“口水仗”
郭某认为自己是义务帮小区业主

办理相关仲裁维权事项， 却遭王某责
怪，对此，她感到有些不悦，便要求将已
收集的王某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身份证
复印件等相关资料及仲裁费用返还给
王某，但王某拒绝收下。

于是，几天后，郭某连续两天用自
己的 QQ 账号，在业主群内先是发布信
息要王某取回资料及费用，随后又多次
在 QQ 群内使用“一粒老鼠屎，坏一锅
粥”、“泼妇”、“蠢猪”、“无赖”等侮辱、谩
骂、诅咒性词、句，对王某进行攻击，并
且还引发了两人间的肢体冲突。

事后，当地公安部门对此事进行调
解，并达成了调解协议。 协议约定，郭某
在业主 QQ 群内公开向王某赔礼道歉。

受害者起诉侵权人
两人达成调解协议后，郭某一直未

履行协议，王某便将郭某告上法庭。
法庭上，王某认为，郭某在 QQ 群

内对自己进行谩骂和攻击，使得自己名
誉及精神上遭受较大伤害，要求法院判
令郭某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

郭某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侵害
王某名誉权；而且，王某在事发原因上
存在重大的过错，即使自己侵害了王某
的名誉权，郭某也可以免除侵权责任。

侵权人道歉并赔偿
法院认为，郭某义务为小区业主办

理仲裁维权事宜，本是件值得推崇与敬
佩的事情， 但其认为被他人误解后，未
采取冷静及合法的方式与王某进行沟
通以寻求解决之道，而是采取偏激的方
式， 利用网络连续两天在业主 QQ 群
内，使用侮辱、谩骂等语句，公开贬损王
某人格、名誉，侵犯了王某的名誉权。 郭
某应当向王某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对于王某提出要郭某连续 10 日向
其道歉，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利用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
定，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范围，应与侵
权的具体方式和所造成的影响范围相
当。 郭某连续两天发布消息对王某进行
辱骂，要求其连续 10 日道歉，与郭某给
其造成的侵害时间、范围不相对应。

法院综合 QQ 群内的信息具有较
大的流动性，发布之后被覆盖的可能性
大的特点，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判令郭
某在某业主 QQ 群公告栏内向王某赔
礼道歉， 道歉内容刊登时间不少于两
天。 并且，道歉内容需经人民法院审查。
至于精神抚慰金一事，考虑到信息传播
和影响的范围相对较小，故酌情认定郭
某赔偿王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 元。

（红网）

QQ群里打“口水仗”
引发名誉权纠纷
侵权人被判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

抚慰金500元

王某、郭某同为湖南省汉寿县某小
区业主。 此前，该小区业主因商品房水
电设备安装等问题，与小区开发商 A
房地产公司产生纠纷， 向仲裁机构
提交了仲裁申请。 其中，业主郭某
义务为该小区业主收集仲裁所
需的相关资料及办理相关委托
手续。今年 4 月初，王某得知自
己成为一份仲裁申请书中的
申请人代表后， 认为该申请
书中的签名是郭某在没征得
自己同意的情况下擅自签
署，两人因此产生了矛盾。

案
情

判
决

热水器生产安装方担责 60%
法院认为，热水器在安装时违反

了相关规定，造成排气管漏气，导致该
次事件发生。热水器生产方万和公司，
委托没有资质的日昌盛公司安装，存
在明显过错。 日昌盛公司的安装工人
没有资质，且在安装热水器时出错，其
是日昌盛公司职员，事发时为职务行
为， 故其责任应由日昌盛公司承担。
因此，万和公司、日昌盛公司应连带承
担该次事故的主要责任， 承担 60%的
赔偿责任。

房主委托爱家营公司出租房屋，
并负责维修和更换家里的热水器及配
件等，其在热水器安装时未尽到安全

注意义务，应承担该案的相关责任。我
爱我家公司是房主出租房屋的居间
人， 该公司工作人员在热水器安装时
存在疏忽。 我爱我家公司没审查居住
人数，故应承担该次事件的相应责任。
爱家营公司受房主委托租房， 其约定
房屋内居住人数为 4 人， 但该房内最
终住了 6 个人，故也有过错。 综上，朝
阳法院认为房主、爱家营公司、我爱我
家公司应连带承担该次事件的次要责
任，承担 40%的赔偿责任。

被告方曾认为哈尔滨医科大学大
庆分校也应对该事件担责， 但法院认
为校方已妥善履行自身义务， 故对抗
辩意见不予采纳。

据了解， 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分

校也是原告，校方曾与家属协商善后，
并于 2013 年 2 月 27 日 、3 月 2 日向
家属先期垫付 90 万元。 家属们认为，
应将该案的赔偿款优先偿付哈尔滨医
科大学大庆分校垫付的 90 万元。法院
认为，校方要求返还其先期垫付的 90
万元， 因该诉求与该案不是同一法律
关系，故在该案中不予处理。

判定赔偿额接近家属诉求
关于赔偿数额， 法院支持了 5 名

死者家属所诉请的死亡赔偿金、 精神
损害抚慰金、丧葬费、交通住宿费及误
工费、医疗费等损失。

法院确认的死亡赔偿金均为家属
们的诉求，每人80.6万余元。据悉，家属

们索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均为20余万
元。 朝阳法院认为，死者父母含辛茹苦
抚育孩子20余年，孩子风华正茂，即将
学业有成，踏入社会之际却遭逢不幸，
必然承受巨大的精神创伤， 故酌情确
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均为15万元。

因为路途远近及在京住宿时间不
一，死者家属们所诉请的交通费、住宿
费稍有差别。对此，法院酌情判决被告
赔偿 1 万元至 2 万元。

最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确
定 5 名死者家属获赔的数额在 100 万
余元至 101 万余元之间， 共 505 万余
元。 据原告律师介绍，5 名死者的家属
对判决结果基本满意。

(京华)

曾反映热水器异常未解决
2012 年 6 月，哈尔滨医科大学大

庆分校派 2009 级的何淼、刘玉涛、郭
佩佩、鲁辰宇、李光耀及董博到中日
友好医院实习。

因中日友好医院不提供住宿 ，6
人便在实习生何淼姑姑何女士的帮
助下， 经我爱我家和爱家营中介公
司，在朝阳区樱花园中路 3 号楼 905
室租住。

2013 年 2 月 4 日 7 时 30 分许，
何淼、刘玉涛、郭佩佩、鲁辰宇、李光
耀因一氧化碳中毒身亡，董博在事发
前一晚外出未归，幸免。

经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

支队技术队现场勘验，出租房内使用
的是万和牌 JSQ16-8B 型 8L 燃气热
水器，属于直排式燃气热水器。 该热
水器排气管“连接处两侧各发现一处
长 1 厘米的破损 ” “热水器热水管
……终端连接到马桶进水管”。

董博证言，事发前，他们曾多次
发现，马桶启动冲水时会导致燃气热
水器点火开关启动。 而卫生间马桶的
冲水开关有时会失灵，这会导致马桶
呈长流水状态。 董博称，他们曾向出
租房屋的管理人员反映过，但一直没
解决。

排气管用 8 年多仍不换
事后，5 名死者家属将房主、我爱

我家公司、爱家营公司、热水器销售
方京东公司、 安装方日昌盛公司、生
产方万和公司、何女士告上法院。

家属们认为 ， 何女 士 受 托 在
2012 年 6 月 18 日与房主 、 爱家营
公司签的租房合同 ，与我爱我家公
司签的居间合同，约在 2012 年 6 月
20 日入住 。 学生们入住前 ，我爱我
家公司一工作人员代房主在京东
商城上网购了一台万和公司生产
的燃气热水器 。 2012 年 5 月 2 日 ，
该热水器由日昌盛公司安装 ，使用
的排气管是原来旧热水器所用的 、
已经超过 8 年的旧排气管。

相关证据表明，日昌盛公司没有
安装燃气热水器的资质，其委派的安

装工人也没有安装该类燃气设备的
职业技能证书。

家属们称，热水器用的是旧热水
器的排气管， 这根老排气管已超过 8
年强制报废的国家标准使用年限，且
有破损。 热水器水管与卫生间马桶的
水管安装相连，这致使马桶冲水时会
引发热水器点火开关意外启动燃烧，
燃烧产生的一氧化碳通过破损的排
气管泄漏至屋内，而卫生间马桶的冲
水开关失灵，呈长流水状态，这存在
严重的安全隐患。

家属们还认为，万和公司应对热
水器的安装质量负责，其指定热水器
安装方根本不具备安装资质，安装工
人也不具备《职业技能岗位证书》。

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分校的 5 名学生， 经学校安排
到中日友好医院实习。 因租住房内的直排式燃气热水器
发生泄漏，5 人因一氧化碳中毒身亡。 7 月 29 日，北京市
朝阳区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判决， 被告方被判向 5 个家
庭赔偿共计 505 万余元。 法院判定的死亡赔偿金均为家
属诉求，仅交通费住宿费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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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医大5学生中毒身亡
法院判定家属获赔百万

泄漏
热水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