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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给公司提交辞职书，这份辞职书到底

是“辞去职务”还是“辞去工作”要离职？本文

简述的案例就引发了这样的争议。

案情简介：王某于1999年入职山东某建筑

公司，担任施工队长职务。2012年8月23日早

上班后，王某向公司领导岳某提出辞去施工队

队长职务的书面申请。辞职书内容为：“王某本

人因工作能力不能胜任公家园工地施工队长职

务，本人申请辞去队长职务，望领导批示”。该

书面申请左下方有“同意辞职，请财务工资结算

至 8 月 22 号，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其他互不追

究”字样并该有公司公章。当天下午3点多钟，

王某到经理岳某处打招呼后请假回家，随即骑

二轮摩托车离开单位回家，途中发生车祸身

亡。王某家属随后申请工伤认定，人社局于

2012年11月30日作出工伤决定，认定王某所受

伤害为工伤。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本案经过、一审、二审、再审审理

后，最终认为王某与公司之间劳动关系并未解

除，其请假回家途中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死亡认定

为工伤。

法律分析：根据本案王某辞职书的内容，仅

可以认定王某申请辞去施工队长职务，并没有解

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公司单方提出“双方解

除劳动关系，其他互不追究”，不符合“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在没

有其他证据证明王某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

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依

然存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

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

与一方当事人有不利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

事人不利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证据。本案

公司提交的王某的辞职书及相关证人证言不能

有效证明其已经与王某解除劳动关系的主张，公

司领导的批示很可能是事后补上去的，因此并不

能代表王某与公司当天已经解除劳动关系。

法律提示：1、职工在发生工伤或者工亡

后，职工本人或其家属应及时保留证据，向当

地的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维护自身的合法权

益，如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应当

及时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避免超过

法定期限，丧失权利救济途径。2、用人单位应

为职工购买社保，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为职

工购买商业保险作为补充，以此规避高额赔偿

的风险。

肖拥群 唐晓珍 海南威盾律师事务所

辞职当天回家路上车祸身亡，
是否属于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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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儿子将房产抵押给父亲

周女士与杨某于 2001 年结婚，育有一双
子女，杨某家境殷实且在外经商，日子原本
过得美满幸福。但好景不长，她与杨某的关
系自 2003 年开始恶化。到了 2015 年 8 月，杨
某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和周女士离婚。

周女士本已做好了离婚这一最坏打算，
但随即杨某在法庭上拿出的一份抵押合同
还是大大出乎她的意料。抵押合同签订时
间为 2015 年 7 月 6 日，该合同约定丈夫杨某
向其父亲借款 300 万元，而杨某则以登记在
其名下位于顺德区大良街道的 3 处商铺及地
下停车位作为借款抵押物。杨某声称，向父
亲借款是由于自己合伙经营的中餐厅出现
亏损，且部分借款已经用于偿还欠他人的债

务。抵押合同签订后，父子双方已经办妥了
相关抵押登记手续，故周女士无权要求分割
该 4 处不动产。

2016 年 8 月，佛山中院终审判决周女士
和杨某离婚，但由于上述不动产财产权属未
明，法院并未在离婚诉讼中一并处理。

父子俩被疑恶意串通

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2016 年 10
月，周女士一纸诉状将杨某及杨父告上法
庭。她认为，《抵押借款合同》的签订是杨某
及杨父恶意串通虚构债务，企图侵占自己的
财产，应判定该合同无效。

而针对杨某所称部分借款是用于偿还
与麦某（该案第三人）的债务这一说法，周女
士表示此前并不知情。

根据银行流水显示，杨父于抵押合同签
订当日先后将共计 89 万元转入儿子杨某的
账户上，但杨某收到款项后随即又将该 89 万
元转至父亲名下的另一个银行账户。杨父
同日又给儿子转账 21 万元，杨某在收款后便
将其转至麦某的银行账户内。

杨某和杨父则认为，周女士不是合同当
事人，无权请求确认合同无效。

此外，父子俩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不
存在合同法所规定的无效情形。法律没有
禁止父子之间互相借贷，杨某用于抵押的商
铺与车库的市值超过 600 万元，300 万元的借
款甚至不到市值的一半。而且该抵押合同
已经通过顺德区不动产交易中心的审查认
可，并出具了他项权证。

一审法庭上，杨某声称的债权人麦某向
法院出具了一份书面材料。麦某表示，杨某
的确曾多次向自己借款，至今尚有 168 万元

未归还，而且该笔借款有借款合同、签收确
认书、转账单为证。

判决：
抵押借款合同无效

2017 年 1 月，顺德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杨某父子均认可 3 处商铺

及地下停车位为夫妻共同财产，但两人未经

周女士同意就设定了抵押，这阻碍了周女士

行使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定权利，故其作

为合同的利害关系人可以提起确认合同无

效之诉。

同时，杨某与第三人麦某也未能提交借

款合同、借据等相关证据。即便是房地产登

记机关出具的他项权证书也仅能表明登记

机关对相应抵押权利进行了备案登记，并不

能单独证明借贷关系的真实性与合法性。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抵押借款合同》无

效。由于主合同无效，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

同亦无效，法院因此判决杨父对上述 4 处不

动产不享有抵押权，杨某父子需办理相应抵

押权注销登记手续。

杨父不服一审判决，随后向佛山中院提

起上诉。杨父称，《抵押借款合同》不但合

法，且经过相关机构审查认可并出具了他项

权证。由于一审法院认为杨某与自己是父

子关系，就否认其借款的真实性与合法性，

从而导致自己损失了 300 万元债权，老两口

老无所依，这是他不能接受的。

佛山中院经审理认为，杨某父子未经周
女士同意即在夫妻共有的房产上设立抵押
权，存在明显过错。且二审庭审上，对于杨
某收取 89 万元后又马上转至杨父的另一银
行账户这一行为，杨父无法给予合理解释，
只是以“时间比较久，记不清楚”来回应。该
行为与正常民间借贷关系显然有别，存在恶
意串通，以签订《抵押借款合同》的方式虚构
债务的可能。

最终，佛山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南法）

哪些土地应该缴纳耕地占用税？
答：根据《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

行条例>办法》第 2 条、第 3 条有关规定，本省行政区域内占
用以下土地建房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的
规定缴纳耕地占用税：

(一)耕地；
(二)园地（果园、桑园、茶园等以种植集约经济型多年生

木本和草本作物为主的土地）；
(三)林地、牧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以及渔业水

域滩涂等其他农用地。

公司未经协商变更待遇怎么办？
三亚许先生：我和公司在几个月前续签了劳动合同，但

是现在公司要改变工资的考核体系，导致工资结构变化了，
我每个月相应的收入也会有所变化，而原来合同的附则上有
关于工资构成的详细说明。请问这是不是属于公司未经协
商，单方面修改合同？如果我不答应，是不是还应当依照原
来的合同执行？

回复：《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
改或者决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劳动报酬、工作时
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
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
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
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第三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
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从上述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一、公
司变更规章制度有严格的程序性规定；二、公司变更劳动合
同必须要获得劳动者同意，并且签订书面的变更协议。

从许先生碰到的情况来看，许先生与公司已经签署的劳
动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公司如果单方面变更，属于违约行
为。许先生可依据以上理由与公司磋商，争取在互相谅解的
基础上妥善解决上述问题。如协商无法解决，许先生可以向
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房子
归我！

已经抵
押了！

离婚

协议

男子离婚前擅自将
4处不动产抵押给父亲

未经妻子同意将共有财产抵押存在恶意串通，法院判定抵
押合同无效

广东佛山的周女士在与丈夫杨某感情破裂后选择离婚，当其要
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杨某却拿出一份抵押合同，告知周女士其中
的 4 处不动产已经抵押给自己父亲。深感受骗的周女士，将杨某父
子告上法庭。近日，佛山中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定该份抵押合同无
效，杨某父子需办理相应抵押权注销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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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汉一家银行客户部女经理范某，
为不符合“生意红”贷款要求 6 名客户办理贷
款 共 计 160 万 元 ，造 成 138 万 余 元 未 能 收
回。范某收取他人好处费 4.2 万余元。

江汉区法院一审以违法发放贷款罪对
范某判刑 10 个月，并处罚金 2 万元，违法所
得 4.2 万 余 元 ，继 续 予 以 追 缴 没 收 上 缴 国

库。据了解，这是武汉法院系统首判违法发
放贷款罪。

范某 2013 年 4 月至 2014 年 1 月在武汉一
家银行任个人银行部客户经理，主要负责办
理“生意红”贷款业务。“生意红”贷款是该银
行推出，针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的一款无
抵押、无担保的信用贷款。

范某作为主办客户经理，未按银行贷款
程序规定，对其受理的“生意红”贷款客户申
报的材料真实性进行审核，同时也未按银行
规定进行贷中审查、贷后调查。她通过胡某
（另案处理）介绍接受贷款客户，并违规收取
客户好处费，先后为胡某中介的姜某等（均
另案处理）不符合“生意红”贷款要求的 6 名

客户办理 6 笔贷款，贷款本金共计 160 万元，
截至 2015 年 8 月仍有贷款本金 138 万余元未
收回。

期间，范某收取胡某给付的好处费共计
现金 4.2 万余元及礼品。2015 年 11 月被害单
位报案后，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范某主动
投案并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今年 8 月 30
日，范某被逮捕。

法院审理后认为，范某身为银行工作人
员违反国家规定向他人发放贷款，给银行造
成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违法发放贷款
罪。鉴于范某主动投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
罪事实，系自首，可以对其从轻处罚，遂作出
上述判决。 (楚都)

虚构144农民购家电
骗取补贴款37万
福建一商家犯诈骗罪获刑

家电下乡以旧换新本是一项惠民好政策，然而有些经销商
却打起了歪主意，为贪图利益，弄虚作假骗取国家财政补贴
款。近日，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骗取家电下
乡补贴案，以诈骗罪判处袁某有期徒刑四年零九个月，并处罚
金7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 年至 2013 年间，袁某在经营一家
“家用电器销售店”期间，利用国家实施家电下乡补贴的政策，
收集大量农民的身份证及户口簿复印件，通过多次复印销售
发票，篡改发票复印件上购买人及家电产品的名称，并附上从
他处购买的家电下乡产品标示卡，虚构144名农民购买家电下
乡产品的事实，骗取国家家电下乡补贴款379051元。

上杭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袁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
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国家家电下乡补贴资金
共计 379051 元，数额巨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
已构成诈骗罪。袁某多次骗取国家家电下乡补贴资金，应酌
情从重处罚，其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退出全部
赃款，确有悔罪表现，依法予以从轻处罚。

据此，法院对袁某作出了如上判决。 (法日)

公司院内驾车
致一人死亡

事故发生在不对外开放通行道路不以
肇事定罪,阎某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获刑

2017 年 5 月，阎某在某公司院内驾车行驶，行至岔路口
处看到邱某驾驶的二轮机动车从侧面驶来，二人均以为对方

会让行，便以最快的速度想冲过去，没想到造成二车相撞，致

邱某颅脑损伤死亡，阎某在现场等候处理。归案后如实供述

自己行为，并在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的主持调解下，自愿
在法定赔偿责任之外补偿 5 万元，取得了邱某家属的谅解。

山东荣成法院对此案审理后认为，阎某过失致一人死

亡，情节较轻，其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其在得知他人已
报案的情况下在现场等待，如实供述罪行，属于自首，且自愿
补偿被害人近亲属 5 万元，取得谅解，可以从轻处罚，遂以过
失致人死亡判处阎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为何没有将阎某行为定性为交通肇事罪，主审法官称，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
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犯罪行
为。本案事发地点在公司院内，不对外开放通行，并不符合
交通肇事构成要件。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则以交通
肇事罪论处，如不符合，则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 (法日)

违规放贷收取好处费
湖北一银行经理造成138万余元贷款未能收回，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获刑

产妇羊水破住进医院
3次提出剖腹产遭拒

家住云南昭通的王芬（化名）和丈夫都
已年近 40，两口子几经波折，王芬终于在前
年怀上了宝宝。就在怀胎十月快要临盆的
时候，夫妻俩考虑到王芬是高龄产妇，所以
决定到昆明来生产。

2016 年 1 月 14 日晚，王芬突然见红了。
夫妻两赶紧来到昆明某医院。医生检查后
说：“羊水已经破了，必须马上住院了。”这不
就意味着肚子里的宝宝按捺不住要出生了
吗？夫妻两又高兴又期待。

住院后，医生给王芬做了 B 超，然后就
叫王芬休息。可是到了第二天上午，这个宝
宝还没有降生。因为王芬的胎膜虽然已经
破了 10 多个小时，可她的肚子连痛都没痛
过，也就是说王芬还没有出现宫缩分娩迹
象。于是医生帮王芬注射了缩宫素。由于
担心肚子里的宝宝，王芬第一次对医生提出
了剖腹产的要求，但是医生没有理会她。

第三天上午 8 时，王芬依旧没有宫缩迹
象，此时，王芬已经感觉胎动在减少，于是她
第二次跟医生提出剖腹产要求，医生还是没
理她。这天下午，王芬的肚子开始剧烈地疼
痛，肚子的宝宝动得越来越少了。虽然医生
帮她做了胎心监测，王芬还是不放心，于是
她第三次提出要剖腹产。但是，这个要求依
然没有得到医生的支持。医生换班了，新的
值班医生帮王芬检查后，要她继续等待。

生产过程极不顺利
医生最终决定剖腹产

在忐忑和疼痛中，王芬就这样熬到了这
天晚上的 11 时多，终于听到医生说：“宫口开
了 7 公分，可以生产了”。王芬这才上了产
床，虽然经过三天的煎熬，宝宝的生产并不
顺利。王芬和医生一次又一次的努力都没
能把孩子生下来。直到王芬入院的第 4 天凌
晨 2 点多，她的宫口全开了，可这时的王芬
已经累到没有力气自己把孩子生下来了。
医生最终决定帮她剖腹产。

凌晨 3 时 30 分，孩子剖出来了，是一个
2.8kg 的男宝，“孩子很好”医生这么对王芬
和她的家属说。听到这句话，全家人的心才
落了地。当把宝宝亲手抱在怀里的时候，王
芬一家人觉得自己幸福到了极点。

“医生医生，你快来看！孩子怎么全身
发紫”刚刚将柔嫩可爱的宝宝抱在怀里没多
久，王芬一家却发现宝宝全身皮肤都变紫
了，赶紧呼叫医生。很快，医生便把孩子抱
走了。结果，天才蒙蒙亮，王芬一家就被告
知：“孩子经抢救无效死亡了”。这简直如晴
天霹雳，前一刻还暖融融抱在臂弯里的宝
宝，这一刻怎么就没了呢？王芬一家都崩溃
了。谁也接受不了。经过司法机构鉴定，结

论为：死者王芬之子符合新生儿肺羊水吸入
导致呼吸衰竭死亡。

“这都是医院一再拖延导致的结果”，王
芬表示，自己在医院里折腾了三天，3 次提出

剖腹产的要求都被拒绝，才导致宝宝在肚子

内待得太久吸入羊水死亡。

夫妻俩将医院告上法庭
法院判决医院赔付61万余元

王芬夫妇将医院一纸诉状告上法院。

要求赔偿各种费用共计 67 万元，还有 10 万

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整个过程中，我们采

取的医疗措施不存在医疗过错，医院不应当

承担责任。”法庭上，院方坚称自己不存在医

疗过错。

他们说没有及时剖腹产是因为产妇情

况并不窘迫 ，胎心是正常的；王芬入院时胎

膜早破检查符合标准；观察等候是对产妇有
利的；王芬之前产检不规范，不排除孩子是

因为功能性的缺陷而死亡，要求重新鉴定。

于是法院委托了另一家鉴定机构重新

鉴定，但得出的结论还是一样：院方医疗行

为存在过错，其医疗过错行为与婴儿死亡之

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

鉴定机构认为王芬在试产过程中，胎头

下降不好，医院却未对此引起高度重视，未

及时采取剖宫产手术；王芬儿子娩出后存在

新生儿窒息，但医院对新生儿的复苏过程未

及时插管、清理呼吸道不彻底，延误抢救时

机；诊断胎膜早破依据不充分。

最终，法院判决：医院向王芬夫妇支付

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等共计 58.7 万

余元，支付精神抚慰金 3 万元。 (杭日)

云南一产妇3次要求剖腹产遭拒致新生儿死亡

医院存过错被判赔61万余元
还记得今年 8 月,陕西

榆林产妇因跪求剖
腹产未果跳楼身亡事件吗？
而在云南发生的一件事同样
因一产妇要求剖腹产遭到医
院拒绝，导致刚出生才几分
钟的婴儿陨落人间，一个崭
新 的 生 命 就 这 样 消 逝 。 近
日，法院判决医院支付赔偿
金 61 万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