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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能 介 绍:
为全省职工提供
法律维权、困难
帮扶、普惠活动、
心理咨询等服务

员工进入企业单位工作应当与用人单
位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各自保存一份，如果
劳动合同丢失了，会发生怎么样的后果呢？

案情简介：2012 年，王某应聘进入某电
子公司工作，在试用期期间，王某表现出色，
第二个月该公司就同王某签订了劳动合同
并办理了缴纳社保手续。一年后，王某开始
不满意目前的工资待遇，而且认为公司加班
工资也存在少发现象，于是背着公司在外寻
找新的工作。后来王某从公司人事部门的
同事口中得知，自己和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
被单位不慎遗失了，于是王某起了跳槽的心
思，萌生了以公司未同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为由申请离职并解除劳动关系的念头，要求
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
额及加班费，公司直接拒绝了他的请求，王
某随后于当天向公司申请离职并解除劳动
关系。离职后，王某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
裁，要求公司支付二倍工资差额、加班费及
未支付加班费产生的加付赔偿金。当地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公司需支付王
某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及加
班费。王某和公司对于该裁决均不服，分别
起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法院综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及
其陈述，判决公司向王某支付加班工资，无
需支付二倍工资差额。对于王某要求公司
支付未支付加班费产生的赔偿金的主张，因
公司不存在因未支付加班费而被劳动行政
部门责令处理且逾期未执行整改的情形，故
法院不予支持。

法律分析：劳动者在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方面是享有充分的自主权的，提前 30 日以书
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的，就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本案中的王某如果认定公司将双方合
同遗失又未通知补签导致不能证明两者之
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行为，是一种违约行
为，可以提前 30 日通知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
同。但是无权要求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法律提示：《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
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
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
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因此，支付
二倍工资的条件是用人单位在超过一个月
不满一年的期间内没有与劳动者签订书面
的劳动合同。

肖拥群律师团队 邢彬彬

如果企业弄丢了与员工
签订的劳动合同，有何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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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帮嫌疑人解封微信账户

被告人高某在校期间通过微信自助解
封功能帮助他人解封微信账号兼职赚钱，并
于 2019 年 11 月成立“super 工作室”专门帮助
他人解封微信账号，其伙同女友张某在明知
他人利用微信进行诈骗等犯罪活动的情况
下，仍指使工作室成员以“预加好友”和“人
脸解封”的方式先后多次为微信名“哈啰小
姐”“李雅”“海阔天空”等诈骗犯罪嫌疑人提
供微信账户解封帮助。截至 2020 年 4 月 8
日 ，工 作 室 相 继 解 封 了“tutu252588”

“yyyc52022”“mieyy63”等 3315 个诈骗微信账

号，这些微信号涉及诈骗案件 300 多个，其
中有立案的 12 起诈骗案件被害人被骗总金
额高达 96 万余元。

高某表示，他和张某在大学相恋相知，
本应为学业共同努力奋斗，但随着开始兼职
解封“微信账号”，他走上了歧路。

刚开始，他按照客户要求添加对方微信，
过了一段时间对方要求其解封该微信账号，
他在操作中系统提示该微信号涉嫌诈骗，虽
然当时有顾虑，但还是进行了解封操作，并收
到了人生“第一桶金”，虽然金额不多，但如此
动动手就能方便快捷的赚钱方式让他欣喜不
已，觉得找到了一个生财的便捷渠道。

可没多久，他用于解封“微信账号”收款
的银行卡被查封，经查询得知该银行卡由于
涉嫌诈骗而被查封，他意识到自己解封的微
信号的行为可能涉嫌违法，但由于利益驱

使，他抱着侥幸心理又继续做了下去，并逐

渐成为一名专业解手。

之后，随着接到“单子”越来越多，认识

的解手也越来也多，钱也越赚越多，不满足现

状的他和女友张某建立了解封微信账号的

“SUPER”工作室，招募了许多在校大学生甚

至还有高中生解封微信账号，并在员工提出

解封的微信账号涉嫌诈骗的情况下，仍然执

迷不悟，继续从事解封，短短几个月，工作室

解封了上千个涉嫌网络诈骗的微信账号。

张某表示，因为“爱情”走了上犯罪道

路，当初男友高某和她提起一直参与“微信

解封”时，她害怕违法本想阻止，但碍于男友

“创业”热情，而且只要动动手就能轻松赚到

钱，最终，同意了男友想法共同建立“SU-

PER”工作室参与解封微信账号。如今的她

对此悔恨不已，不仅学业将被终止，自己翘

首以盼的“老师”梦也被自己亲手毁灭，父母

亲还要为自己的过错进行赔偿，教训是如此

深刻，她无法原谅自己的行为。

站在被告席上的高某、张某均系在校大

学生，他们原本要在今年毕业，走向人生的
美好未来，然而却因为这“微信解封”事业，

人生道路出现重大转变。相关材料显示，两
名被告人在学业上可以算是好学生，特别是

被告人张某，如果没有走错这一步，她将成

为一名教师，然而这个被称为“天底下最光

辉的职业”如今要与她告别。

“两名被告人的刑期不长，但你们要好

好改造，深刻吸取此次教训，做一名守法公

民。”公诉人在法庭教育环节说，“相信你们

的家人会坚定地等着你们回家，我也相信，

两名被告人将悔过自新，不再重蹈覆辙，迎
来全新的人生。”

检察官释法：
要对兼职合法性进行判断

高某、张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
施犯罪，仍共同为其犯罪提供技术支持等

帮助，情节严重，两人行为均已触犯《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均

已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应当追

究其刑事责任。本应当开启人生新篇章的

高某、张某，因心怀侥幸而误入歧途。兼职

虽好，但要对兼职的合法性进行判断，坚决

不做违法犯罪的兼职。检察官在此奉劝做

过或者想要做这类兼职的同学，莫要被金

钱蒙蔽了双眼，及时收手，不要在错误的道

路上渐行渐远。 （浙检）

拖欠工资逾百万
竟携款逃回老家
一包工头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罪获刑

包工头明明拿到了工程款，却不支付百余名工人工资，
反而携带百余万工程款潜逃回老家。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平市人民法院一审审结这起案件。

经审理查明：2019 年 3 月，被告人许某与谭某芳等人签

订了船舶建造合同，约定由许某负责招募工人在桂平市一家

船舶修造公司的平台上为谭某芳等人建造船只，谭某芳等人

则按工程进度支付工程款给许某。截至 2019 年 7 月 8 日，谭

某芳等人按照约定共支付了工程款 1914120 元给许某。许某

收到上述工程款后，只支付了 2019 年 3 月、4 月和 5 月的部分

工资给工人。

2019 年 7 月初，许某通过逃回江苏老家、手机停机等方式

逃避支付工人工资。2019 年 7 月 13 日，被拖欠工资的部分工

人到相关部门反映情况。经劳动监察部门核查，许某拖欠张

某松等 106 名工人的工资合计 1162237.1 元。2019 年 7 月 16

日，船舶修造公司向张某松等94名工人垫付工资519160.55元

（按被拖欠工资的 50%垫付，另有 12 名工人未领取垫付工

资）。2019 年 8 月 14 日许某被列为上网追逃人员，同年 11 月

15日许某在江苏省南通市南通火车站被公安机关抓获。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许某以逃匿方法逃避支付劳

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

支付，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在拖欠工资的事情发生后，许某不是积极想办法解决而

是逃回江苏老家，桂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已通过短信

发送《劳动保障监察期限限期改正指令书》给许某，并且在船

舶修造公司进行张贴，但许某仍然没有支付拖欠的工资，其

委托处理事情的徐某也表示无法联系被告人许某，综合以上

证据可以认定被告人是以逃匿的方式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

动报酬。

根据被告人许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

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判决：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被告

人许某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人法）

2019 年 3 月，男孩小浩（化名）在上学途
中听到 89 岁高龄的唐某“帮忙推我过马路”
的呼声，本着助人为乐的善心，小浩遂上前
和马路对面超市的阿姨一起帮助唐某，可竟
发生了意外，唐某摔伤住院 21 天。经鉴定，
唐某伤情已构成八级伤残。10 月，唐某将 11
岁的小浩及其监护人诉至法院，索赔各项损
失共计 17.8 万元。近日，湖南省株洲市荷塘
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了这起民事纠纷。

原告诉称，2019 年 3 月 12 日中午，她在
荷塘区一小餐馆吃完了馄饨，准备坐轮椅独
自横过马路时，恰巧被小浩看到。小浩出于
好玩，推着轮椅飞快地跑了起来，这一举动
吓到了自己和路旁的行人。自己多次疾呼
小浩停下，路人也纷纷叫小浩停下来。在小
浩停下后，自己从轮椅上下来并站起时，小
浩又推着轮椅玩了起来，一下把自己撞倒
了。

法院审理认为，就证据而言，尚不足以
证明原告唐某是被小浩直接撞倒，原告要求
小浩承担赔偿责任，法院不予支持。即使根
据小浩推唐某过马路的事实以及各利害关
系人的陈述、派出所的记录，推定是小浩在
帮唐某推轮椅过程中不小心碰到了唐某，也
属 于 小 浩 在 为 唐 某 提 供 救 助 过 程 中 的 接
触。当时，唐某行动不便，乘坐轮椅出行，身
边无人陪护，小浩推其过马路，是一种助人

为乐的救助行为，应当鼓励，不应苛责。小
浩作为未成年人，在与唐某接触过程中可能
会因方式把握不当给唐某造成一定损害，但
这属于救助行为所致，在没有证据证明小浩
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该行为不具
有违法性，不应评价为侵权行为。鉴于小浩
的法定代理人王某已自愿支付给唐某 1 万元
（含已支付的 5000 元）补偿，法院最终驳回原
告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日）

帮人解封微信账号走上歧路
全国首例“微信解封”入罪案宣判，两名大学生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获刑

湖南一热心男孩帮近9旬老太过马路致其摔伤

家属索赔17.8万被驳回

8月 27日，浙江省杭州

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依法

提起公诉的全国首例“微信

解封”入罪案开庭审理，江

干区人民法院以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本案

被告人高某有期徒刑一年

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被

告人张某有期徒刑一年二

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

该起案件庭审现场该起案件庭审现场

丈夫驾车操作出现失误
发生交通事故妻子死亡

近日，青海省民和县检察院对这起交通
肇事案作出不起诉处理，并邀请县纪委、人
民监督员、被害方家属及单位领导共同参与
不起诉法律文书的公开宣告。

据了解，张某某与被害人李某某系夫
妻关系。2020 年 4 月 16 日早晨，张某某驾
车带妻子上班，行驶至川古线 25KM+200m
处时，因操作失误致使车辆撞向道路边石
墩，造成夫妻俩当场受伤，车辆损坏。后周
围群众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将两人送往医院
救治，被害人李某某经民和县人民医院抢
救无效死亡。

5月27日，民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出
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某某驾驶机
动车在限速路段超速行驶、未按操作规范安全
驾驶，是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承担事故
的全部责任。4月27日，甘肃三维司法鉴定所
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李某某符合交通
事故致重度开放性颅脑毁损伤死亡。

之后，民和县公安局以张某某涉嫌交通
肇事罪移送民和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民和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发现，张某某
在上班途中因超速致使操作失误导致事故
发生，根据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其
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但考虑到该案发生
于亲属间，检察官积极与李某某方的亲属及
两人的单位领导进行沟通，了解到张某某与

李某某感情和睦，两人的孩子本打算“五一”
结婚，但发生如此悲剧，整个家庭都很悲痛。

“我姐夫人特别好，我们家里有啥事都
靠他，这个事情发生后我们都觉得是意外，
外甥本来也要结婚，现在家里成这样，希望
检察院能从轻处罚。”李某某的妹妹说道。

民和县检察院认为，张某某实施了刑法
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行为，应当以交通肇
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其在案发后公安
机关尚未立案前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系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张某某自愿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
实，愿意接受处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五
条之规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且张某某系
初犯、过失犯。

综上，民和县检察院认为，张某某的犯
罪情节轻微，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
条第二款、《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
百七十条之规定，决定对张某某不起诉。

民和检察院结合本案实际作出不起诉
决定，并公开宣告不起诉决定书。在各方在
场的情况下，对张某某开展训诫教育，告诫
其作为公职人员，应当做遵纪守法的公民，
并要自觉向身边的人宣传文明驾驶的重要
性。张某某的孩子接到不起诉决定书后，长
舒一口气后，向检察官说了一句“感谢……”

刑法有人文关怀
检方作出不起诉决定

办案检察官庭后表示，对张某某作出不

起诉决定，主要理由如下：

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一)

项之规定，张某某的交通肇事行为已构成交

通肇事罪，应当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但从法理、情理综合分析发现，张某某的

行为不需要判处刑罚。

从法理上讲，第一，张某某在本案刑事

立案前，公安机关向其询问案发过程时，如

实交代了案发经过与犯罪事实，属于自首，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可以从轻或者减

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第二，张

某某属于初犯、过失犯，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第三，张某某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

受处罚，根据刑法第十五条规定，可以从宽

处理。

从情理上讲，本案中张某某与被害人系

夫妻关系，案发时间属于两人在上班途中发

生交通事故，事出有因。两人婚姻幸福并有

一子，虽已成年但在本次事故中其母亲不幸

离世，再将其父案科处刑罚也不利于家庭和

睦与家庭稳定。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及现代

法治精神中，刑法不仅具有惩罚犯罪的目

的，更有刑法的人文关怀。检察官办案既要

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让人敬畏法律、尊重法

律、信任法律，也要让人感受到法律的人文

关怀，对该案作出不起诉规定能够体现“法

律无情人有情，此时无情胜有情”。 （法日）

借前男友6000元未还

被索要5万咋办？
儋州石女士：6年前，我曾向当时的男友借过6000元，还

给他打过欠条，是否约定了还款时间记不清了。分手后没联

系，我也就没还钱。最近对方突然联系我，要我还他5万元，

否则就告我当初诈骗。请问，我该如何处理才合适？

答复：既然你当初仅向前男友借了 6000 元，也未诈骗过
他，那就不需要担心。他要告你诈骗，需要自行承担举证责
任。否则，对于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
追究，情节严重的，涉嫌构成诬告陷害罪。

因此，你前男友出示借条后，你只需按照借条上的金额
还款即可。

丈夫驾车出事故
致同车妻子身亡

刑法有惩罚犯罪目的更有人文关怀，检方依情依法作出不起
诉决定

丈夫驾车行驶超速致

使操作出现失误，车

辆撞向路边石墩发生交通事

故，造成同车的妻子经抢救无

效死亡。对于这起特殊的交通

肇事案，法律上该怎么处理呢？

烫伤护工的老太去世

谁来赔偿医药费？
海口林女士：我是一名护工，前段时间负责照顾88岁的

董老太。因不满我没有及时给她倒水，董老太一气之下拿起

热水壶将开水从我的脖子处倒入，造成我背部、胸部等多处

烫伤。经鉴定，我的伤情构成轻伤二级，董老太因此被检察

机关提起公诉。可是，在法院审理案件期间，董老太因年事

已高过世，我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也因此成了问题。

我自2013年开始在某居家养老中心上班，我的劳务合同

是与某社工服务中心签订的，但实际工资均由某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垫付。请问，董老太去世，我的医药费等该由谁来承

担？是工作的居家养老中心？还是签订劳务合同的社工服

务中心？或者是支付工资的某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还是董

老太的家属？

答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
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
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
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
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据此，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并不
仅限于刑事案件被告人，还可以是死亡罪犯的遗产继承人。

董老太在法院审理期间死亡，因此，你既可以要求雇主
赔偿，也可以起诉董老太的遗产继承人，要求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