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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骨折却没签劳动合同

2017 年 10 月，刘某在平度某村检修挖掘
机时，被挖掘机履带碾伤左手，随后刘某被
送往医院就医。经诊断，刘某左手 2-4 指不
全离断伤、左拇指开放骨折，共计住院 17
天，这期间的医疗费以及误工费都不少。刘
某认为，当时他受雇于高某从事挖掘机检修
工作，高某应对其受伤的损害承担赔偿责
任。事故发生后，高某仅支付医疗费 2 万元
后拒绝支付其余费用，双方协商不成后，最
终去平度法院打起了官司。

平度法院调查发现，刘某当时与高某
并未签订劳动合同，事故发生时，刘某自
认为具有 6 年挖掘机操作经验，但未取得
挖 掘 机 操 作 证 等 上 岗 资 格 证 书 。 高 某 认
为，自己从未雇佣刘某从事挖掘机检修工
作，刘某所受伤与其无任何关系，不应承
担赔偿责任。

微信聊天记录成为重要证据

由于没签劳动合同，刘某开始搜集证
据，最终找到了当时与高某的几条微信聊天
及转账 6000 元作为工资的记录，以及家属同

高某电话沟通的电话录音，证明刘某受雇于
高某并在从事劳务活动中受伤，围绕着这些
证据，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高某认为，微信记录不能作为证据，因
为刘某提供的劳务是不固定、临时性的，有
活就干没活就停，劳务费不是按天计算，而
是根据刘某提供的劳务量计算。微信支付
记录显示的大小不同数额可以证实二者之
间没有固定收入约定。之所以给付刘某医
疗 费 是 出 于 人 道 主 义 ，为 使 其 伤 尽 快 救
治。因此，这些证据不能作为被告承担责任
的证据。

记者了解到，当时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当
中，最开始还聊得挺好，但是后来在刘某受
伤之后，高某面对刘某的诉求，一方面在安
抚刘某，另一方面也在想办法抵赖。微信聊
天交谈过程中称“我不能抛弃你”“天天加班
给你撸医药费”以及“给你颁个奖，最坑老板
挖机手”等内容，这些聊天内容，能否作为重
要的证据，成为判决的关键因素。

雇主最终赔偿伤者5万多元

平度法院认为，从以上聊天内容看，被
告高某对于其应对原告刘某受伤负责的问

题上是予以认可的，当时的通话录音证据足
以认定刘某是在为高某从事劳务过程中受
伤。而原、被告均对被告雇佣原告开挖掘机
的事实无异议。原告系为了被告的利益在
从事雇佣活动中因检修挖掘机受伤，应由被
告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权威部门提供的
司法鉴定意见书：原告左手多发损伤术后目
前致残程度为八级。

另外，由于刘某并未取得挖掘机相关证
书，本案中，原告刘某为被告高某操作并检
修挖掘机，双方形成劳务关系。原告在为被
告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双方应根据各自的
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原被告过错情
况，酌定由被告承担 40%的赔偿责任，由原
告自担 60%的责任。根据计算，原告的各项
损失应由被告赔偿 72834.63 元，兑除被告已
为原告垫付的医疗费 20000 元后，被告还应
赔偿原告 52834.63 元。

据平度法院办案法官介绍，在对原告的
受伤致残抱有痛心和惋惜的同时，也应该理
性分析原告的受伤原因，以期起到警示和教
育作用。原告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应当负主
要责任：首先，挖掘机的操作和检修是一项
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工作，需要经过专门
的培训并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才能上岗操
作。而原告虽从事挖掘机操作多年，却一直
未能持证上岗。其次，原告从事挖掘机操作
已经长达 6 年，对检修过程中存在危险的知
晓程度和如何有效避免危险发生的技术水
平远远大于普通人。再次，原告在检修时违
反操作要求，由于自己的疏忽大意或过于自
信导致其左手因手套被履带卷入而挤伤，原
告自身的过错是较为明显的。

被告作为原告的雇主，并未为原告提供
便利的检修工具，也没有对原告如何进行安
全工作进行必要的教育指导，没有很好地尽
到雇主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对该次事故
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法院判决由被告承
担 40% 的 赔 偿 责 任 ，由 原 告 自 担 60% 的 责
任。 （半都）

少年打篮球受伤
起诉索赔485万

法院判篮球馆经营者赔
偿2300余元

14 岁少年张某和同学打篮球时脚踝
受伤，便和母亲将篮球馆的经营者北京某
饭店告上法庭，索赔 485 万元。近日，北京
市东城法院公布了该案的判决书。

原来，2018 年 1 月 25 日，张某和同学
打篮球时撞上篮球架底座，脚踝受伤，当
天被诊断为骨折，但他本计划于下个月参
加某运动品牌和休斯顿火箭队冬季篮球
训练营，该训练营举办时间为 2018 年 2 月
2 日至 2018 年 2 月 13 日。2018 年该训练营
的学员价格为 42888 元/人，学员除了接受
职业球队训练师的指导外，还可以和火箭
传奇球星面对面。

据此，原告方诉称由于此次受伤使其
无法赴美参加活动，使原告无法与火箭队合
作，使原告失去今后参加NBA（美国职业篮
球协会）球队并取得收益的机会，因此要求
被告赔偿游学、留学、参加比赛、接受培训、
接受教育等直接利益损失和预期收益损失
280 万元。此外，张某还索要惩罚性赔偿
100万元，原告及其母亲精神损害抚慰金各
50万元，医疗费、误工费等5万元。

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向涉案的某体
育公司出具调查令，调查张某和其母与该
公司签订的篮球训练营合同。该体育公
司向法庭出具了 2 份报名合同。第一份合
同为上述某运动品牌和休斯顿火箭队冬
季篮球训练营的报名合同，上面没有张某
或其母亲的签字，而且张某也没有缴纳费
用。第二份合同为 2018 年 5 月 1 日的 1 份
篮球训练营合同。经调查，2018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10 日，张某参加了该训练营。

法院认定，张某在篮球运动时自己撞
伤，应当承担一定责任，其承担责任比例
为 20%，饭店因未能提供篮球架合格证，
承担 80%责任。因此，法院支持了原告张
某索要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的请求。

对于张某索要的惩罚性赔偿、精神损
害抚慰金，法院没有支持。同时，张某索要
280万元损失赔偿款的诉讼请求，也被法院
驳回。法院认为，原告向法院提供的证据，
不足以证实该部分的损失实际发生，或必
然发生，并非此次伤害的直接损失。

最终，法院判决支持了被告饭店向张
某给付医疗费 132.72 元，护理费 1031.76
元，营养费 1000 元，交通费 200 元，共计
2364.48 元。 （北晚）

非因工受伤医疗期满不能工作

公司能否解除劳动合同？
琼海姜先生问：我上班不到一年，在一次周末外出游玩

时遭遇车祸，受伤住院治疗 92 天，仍不能出院。日前公司在
额外付给我一个月工资的基础上，宣布解除与我的劳动合
同。请问，公司的做法对吗？

答复：《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第三条
规定：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需要停止工作医疗
时，根据本人实际参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给予
三个月到二十四个月的医疗期。”你在公司工作年限不足一
年，医疗期应当是三个月，你已住院治疗 92 天，意味着已经
超过医疗期限。《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指出：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 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
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
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因
此公司可依法行使解聘权。

电动车放置单位停车场丢失

单位是否应担责？
海口杨女士问：一周前，我将电动自行车放置在公司设

立的无人看管的非机动车停放区，下班时发现车辆丢失。鉴
于无法确定被谁骑走，我认为公司未尽到保管职责，应给予
赔偿。但公司以其属于免费提供、没有看管义务为由拒绝。
请问，公司是否应担责？

答复：你与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保管合同关系。公司设立
非机动车停放区，要求员工将车停放其中，是一种对员工停
放车辆的行政管理行为，既不收费也不设专门人员进行看
管，表明公司在主观上不存在与员工订立保管合同的意思表
示。《侵权责任法》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公司设立车辆集中停放区，要求员工将
车辆集中停放，并无侵害员工利益的过错。《合同法》规定：

“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
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
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公司不承
担你车辆丢失的责任。

工人修挖掘机手指骨折
没签合同维权成难题
微信聊天记录成法庭关键证据，雇主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被

判担责40%

一些雇主在雇佣一些工
人干活儿的时候，为了

省事儿不签劳动合同，而务工者
在受伤之后往往面临维权难的
问题。山东省平度市民刘某受
雇于高某从事挖掘机工作，结果
在维修挖掘机过程中手指骨折，
当时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赔
偿成为争论焦点，双方最终打起
了官司。因当时有微信聊天记
录，平度法院通过有效的证据，
近日判决被告高某应赔偿原告
刘某 52834.63 元。

案件回顾
学员遭遇交钱不久后学校关门

去年 10 月 6 日，9 岁的小吴同学随母亲
来到厦门白金汉学校报名，小吴报的是为期
2 年的英语培训课程，并支付了 19800 元的培
训费，白金汉学校出具《学费缴纳凭证》确认
收到培训费。然而，一个月后，小吴去上课
时，发现白金汉学校、肯思公司所在店面已
关闭，至今未能恢复教学，也未退还小吴培
训费。

为此，小吴的母亲以小吴名义将白金汉
告上法院。经法院查明，除小吴以外，还有
170 多名白金汉学校的学员向思明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白金汉英语培训学校及其投资机
构肯思公司、厦门仰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还有学校法人代表潘某单独或共同退还剩

余培训费。针对这些状告白金汉学校的系
列案件，思明法院分别予以合并审理。

法院合并审理这些案件后发现，“白金
汉英语”的管理很混乱。家长或学员虽然都
是与“白金汉英语”签的合同，不过具体的合
同主体却不太一样：有的是白金汉英语培训
学校，有的是白金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还
有的是肯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而且，付款
对象有的也与合同上的不一致。不过，两家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潘某。

思明法院一审认为，白金汉学校、肯思
公司共同收培训费，共同签署小吴培训合
同。无论是以白金汉学校的名义签订合同
的学员或与“肯思少儿英语学生合同章”签
订合同的学员，均系在同一地点参加培训。
可见，白金汉学校、肯思公司共同履行与小
吴形成的教育培训合约。

所以，法院判决认为，白金汉学校、肯思
公司共同向小吴提供培训服务，与小吴形成
合法有效的教育培训合同关系。合同签订
后，小吴缴纳了全部费用，白金汉学校、肯思
公司未依约提供培训服务，并已实际停止经
营，导致培训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白金汉
学校、肯思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小吴有
权要求解除合同、退还培训费。

近日，思明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解
除小吴与白金汉学校、肯思公司的培训合同，
同时，法院还要求被告白金汉学校和肯思公
司退还小吴剩余的培训费。校长潘某应对肯

思公司的学费退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法官说法
投资机构和股东为何担责？

法院查明，2016 年 8 月 10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3 日期间，白金汉学校账户与潘某账户之

间共发生 64 笔业务往来，也就是说，学校的

钱有 117 万多元，流入潘某的账户。

对于原告小吴主张潘某对肯思公司的

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法官认为，本案

潘某系肯思公司享有 95%股权的股东兼法定

代表人，其账户与肯思公司账户之间存在大

量资金往来，肯思公司账户向潘某账户转账

差额高达 1008340 元，而且潘某未到庭对该

资金往来的合法性进行说明。所以，法院认

定肯思公司与潘某之间构成财产混同。根

据《公司法》相关规定，潘某应对肯思公司的

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律师提醒说，目前不少培训机构采用“预

收费”的模式，这种收费模式不违背法律的规

定，但是这对消费者来说有一定的风险。所

以，消费者一定要理性消费，签订合同时，一

定要留意合同是否规范，还要确认合同主体，

看清合同上盖的是什么公章，清楚自己是和

谁签订合同，还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公司的工

商登记信息、经营状况。另外，付款对象是谁

也要关注，应该与合同相一致。合同以及相

关的票据都要妥善保管好。 （东南）

租了房子却未按照约定缴纳水电费、物
业费，还拆走房内的家具，尽管被要求还回，
但家具已经破损严重。近日，山东省东营市
东营区法院审结了这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案件，判决租客孙某支付拖欠费用并赔偿
相应损失。

2017 年 6 月，原告林某与被告孙某签订

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孙某租赁林某的房屋至
2018 年 5 月 30 日，年租金 18500 元，由孙某支
付水费、电费、燃气费、物业管理费等因使用
房屋产生的全部费用。合同到期后，林某发
现孙某未按照合同约定向物业公司缴纳电
费、水费、物业费 6338 元，导致林某房屋被物
业公司停水停电，屋内的衣柜、床、置物架等

家具被孙某拆走,经林某要求返还后，反复拆
装已导致家具破损严重，且仍有大量孙某的
物品放置在房屋内。孙某拒不履行合同约
定，林某迫于无奈诉至法院，请求孙某承担
相应的违约责任。

东营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林某与被
告孙某签订的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

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
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合同义务。依照
合同约定，被告孙某应当负担租赁期内的
物业费、水费、电费，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
所拖欠的上述费用，应当予以支持。被告
孙某租赁房屋，负有保证租赁房屋内设备、
设施完好之合同义务，其将原告林某所有
的物品损坏，应当赔偿损失，并承担相应的
违约责任。

法官提醒，虽然近年来房屋租赁市场乱
象频发，但作为有素质的租客，要时刻提醒
自己不仅要履行合同义务，更要爱惜他人的
财物，保持环境整洁，这是每个租客该有的
美德。 （齐鲁）

广西一小伙在派出所被调查后
送医死亡

法院判警方担责10%
醉酒后拦路打砸公交车的广西南宁小伙刘有欢，被处警

民警带往派出所调查，次日送医后刘有欢死亡。刘有欢的父
母事后状告南宁市公安局良庆分局。

小伙被民警调查送医院后死亡

记者 7 月 10 日从刘有欢家属处了解到，该案有了最终结
果，6 月 25 日，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警方

承担 10%的赔偿责任。

媒体此前报道，28 岁的南宁某餐厅厨师刘有欢，醉酒后

打砸公交车，被处警的派出所民警带回调查送医院后死亡。

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的司法鉴定意见显示：刘有欢

符合头部受到钝性外力作用造成颅脑损伤，导致中枢性功能

障碍而死亡。记者从刘有欢家属处获得的二审判决书显示，

刘有欢于 2017 年 8 月 21 日 23 时 46 分，在南宁市五象大道南

城百货路口，持铁棍砸烂了公交车的挡风玻璃，后被处警的

大沙田派出所民警带回派出所调查。

根据判决书，在出警至传唤到派出所期间，未有证据显

示民警对刘有欢实施殴打，出警及传唤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未存在违法行为；对刘有欢家属主张的上警车后公安人员

殴打刘有欢，因无证据证实，法院未予采信。在大沙田派出

所办公区内调查期间，警方并无对死者使用手铐的必要性，

警方存在违法使用手铐的情形；同时，警方未给刘有欢安排

饮食，未给予其足够的人道关怀，确有不妥。

2017 年 8 月 22 日 19 时许，被留置在派出所的刘有欢仍

神志不清、行为举止异常，被民警送往南宁社会福利医院。

判决书显示，在警方已通知刘有欢家属但其家属未及时赶

到派出所情况下，警方将刘有欢送往南宁社会福利医院处
置并不存在违法情形，亦符合常理。但送医的刘有欢不幸
死亡。

法院判决警方赔偿15万多元

事后，刘有欢的父母起诉南宁公安局良庆分局。2018 年
12 月 27 日，南宁青秀区法院作出一审行政判决，确认被告南
宁市公安局良庆分局于 2017 年 8 月 22 日留置刘有欢期间未
予及时处置的行为违法；被告向原告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

费 148636 元；被告向原告支付精神抚慰金 10000 元；被告向

原告支付死因鉴定费 4617.2 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对此判决结果，原告被告双方均不服，提起上诉。

刘有欢的家属主张，处警民警对刘有欢有殴打行为，大

沙田派出所将受害者送往医疗条件落后的福利医院使得被

害者伤势恶化、最终不治的行政行为违法，警方的诸多违法

行为与刘有欢的死亡有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应承担 100%

的赔偿责任；南宁市良庆公安分局则主张，一审法院认定的

警方留置刘有欢期间未予及时处置的行为违法的判决是错

误的，警方不应对刘有欢的死亡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判决警

方赔偿没有法律依据。

6 月 25 日，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为两
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澎湃）

交学费后培训机构倒闭
上百名学员维权，法院判学校、投资机构退还学费，股东承担连带担责

新房出租后家具破损严重，房主诉至法院

租客被判赔偿相应损失

““白金汉白金汉””已经倒闭已经倒闭，，广告招牌还在广告招牌还在

英语培训机构“白金汉”
倒闭了，百万学费流

入校长囊中，交了巨额学费的学
员该怎么办？

7 月 10 日，记者从厦门思明
区人民法院获悉，“白金汉”系
列案件终于判了！近日，该院作
出一审判决，不但要求白金汉学
校退还学费，还要求该学校的法
人代表、投资机构和股东连带担
责。在学校老板“跑路”的情况
下，法院判决要求投资人和股东
担责，此举有力地保护了消费者
的权益。

此前，厦门市思明区白金汉
英 语 培 训 学 校 各 校 区 相 继 关
门。老板潘某下落不明，留下一
堆交了大笔学费却无处上课的
学员。为此，学员、家长们组建
了维权群，上百名学员先后向思
明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培训机构
退还已收取的学费。

据统计，思明法院共受理
“白金汉”系列案件 176 件，目前
已判决 160 件，涉及标的 200 多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