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师说法

8月26日，新华保险医疗
险新产品发布会在京举行。

会上， 新华保险介绍了
研发的多款特色医疗险产
品。 这是新华保险公司继推
出健康无忧系列、 多倍保障
系列重大疾病保险等健康险
产品之后， 在医疗险产品创
新研发方面的又一重要举
措， 标志着新华保险在回归
保险本原加快业务转型发展
上不断推向深入。

此外， 发布会还介绍了

在为客户提供全面健康保障
的同时， 新华保险不断利用
创新技术， 开发新型的服务
手段和渠道，具体包括：手术
分级表填补行业医疗险产品
专业技术实践空白、 智能核
保系统打造“互联网+”保险
创新实例、 业内首创远程鉴
定透过互联网思维助力“快
易理赔”等，切实通过各项举
措提高服务效率， 提升客户
满意度。

■吴文捷

经济信息

员工和老板那些事，该怎样“法”办
律师：可协商、可投诉，诈骗雇主财物则要受到刑法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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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时仅签了一张入职登
记表，离职时索要11个月工资，
得到仲裁委的支持， 却被单位
告上法庭，近日，衡阳市雁峰区
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劳动争议纠
纷案， 因入职登记表不具备劳
动合同的必备条款， 不能视为
劳动合同， 法院判决单位支付
劳动者马先生未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3.3万元。

马先生于2013年5月到衡
阳某公司上班，从事车工工作。
入职时， 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 仅签署了一份入职登记
表， 该入职登记表主要记载了
马先生的基本身份情况。2015
年12月29日马先生提出辞职请
求，公司予以批准，进行了工资
结算和工作交接手续。

今年1月10日，马先生提起
劳动仲裁， 要求公司支付未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
额3.3万元。 仲裁委支持了马先
生的仲裁请求，公司不服，起诉
到法院， 公司认为马先生入职
的时候签署了入职登记表，相
当于劳动合同。

法院审理认为， 书面劳动
合同应包含劳动合同的期限、
工作内容、 工作地点及劳动报
酬等内容。 原告衡阳某公司提
交的入职登记表中仅载明了劳
动者的个人身份信息、 经历信
息及社会关系内容， 并没有涉
及劳动合同期限、 劳动报酬等
信息, 不含书面劳动合同的主
要内容， 不应将该入职登记表
视为双方的书面劳动合同，所
以认定原、 被告未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 马先生主张未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 应予
以支持。 因此法院判决该公司
支付马先生未签订劳动合同的
双倍工资差额为3.3万元。

经济与法

“员工在工作过程中因
意外断手指， 依法应认定为
工伤， 可以享受工伤待遇。”
湖南普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安
金龙表示， 如果工作单位或
雇主不提供工伤补偿则属于
违法。 员工应当向劳动保障
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和劳动能
力鉴定。根据鉴定结果，要求
用工单位支付赔偿， 包括治
疗期间停工留薪工资， 以及
相应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
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工伤
待遇。但是，像案件中何师傅
这样故意砍断自己手指，假
装工作中受伤来骗取雇主财
物的行为，就属于诈骗行为，
是要受到相应的刑法处罚
的。

同时， 安金龙提醒劳动
者， 当合法劳动权益受到侵
害时， 劳动者可以直接与用
人单位进行协商， 也可以向

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申请协调。如果协商、调解不
成的， 可以向单位所在地的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
门进行投诉。目前，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举报
投诉渠道包括：

1.来访。即本人或委托
其他人到人社部门举报、投
诉。目前，湖南省各级人社部
门都设有专门的窗口接受劳
动者的举报、投诉。来访时，
请务必带好身份证、 劳动合
同、工资单等用工资料，并按
规定填写相关表格。

2.来信。即通过信函的
形式向人社部门举报、投
诉。 信函中， 应载明涉事单
位基本信息、 主要违法事
实、 主要诉求， 并附上相关
证据资料。

3.热线电话。劳动保障
维权热线电话为：12333（工
作日9：00-17：00间拨打）。

长沙一餐馆的厨师偷鸡不成
蚀把米，受伤了不但未获赔偿，反
而因诈骗罪被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检察院起诉至法院， 最终被依法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去年11月3日，长沙市岳麓区
一饺子馆的何师傅突然拿着一根
手指从厨房跑出。

“我当时是在剁羊肉，当我拿
着手指出来，说是不小心剁到，大
家并没有怀疑。”何师傅说，他将
自己不小心砍伤一事告知了店家
和同事， 然后去卫生间对伤口进
行简单包扎。 老板张先生不敢大
意，赶紧开车将何师傅送往医院，
并支付了2万余元的治疗费用，还
给他留下了一些生活费。

住院半个月， 何师傅伤好出
院后找张老板要求谈相关赔偿事
宜。 张老板提出除医疗费用外再
赔偿他4万余元，遭到了何师傅拒
绝。 他认为应该按照工伤赔偿标
准计算，治疗费、护理费、伤残费

等共计101000元，双方还签订了
协议。协议签订后，张老板当场向
何师傅支付21000元， 其余款项
双方则约定了履行期限。

“一个手指受伤赔了这么多
钱太亏了， 我就想着去查查饺子
店内的监控视频。” 张老板说，这
不查不要紧， 一查竟发现何师傅
的手指是自己故意伸出来放在砧
板上拿菜刀砍断的。于是，张老板
停止支付调解协议约定的剩余款
项，并向公安机关报案。

12月2日，何师傅被公安机关
传唤到案， 他坦言说，“当时心情
不好， 就想砍根手指骗老板点钱
花。”案发后，何师傅的家属代其
赔偿了张老板经济损失50000元
并取得了对方的谅解。2016年5
月9日，岳麓区检察院以诈骗罪向
该区法院起诉何师傅。

近日， 何师傅被岳麓区法院
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
告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一万元。

市民艾先生是韶山市一家人
力资源公司根据劳务派遣协议新
签的员工， 公司把其派遣到一商
贸公司工作， 商贸公司提出要给
他设定试用期。 艾先生认为他是
人力资源公司的员工， 商贸公司
无权给设定试用期。目前，劳务派
遣这种特殊的用工形式在市场上
存在不小的范围，作为派遣者，对
于试用期相关法律问题并不是很
了解。28日上午， 记者请韶山市
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对此进行解
答。

艾先生提到的试用期 问
题，工作人员表示根据我国《劳
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以完成
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
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3个
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这就意
味着其他的劳动合同可以约定
试用期。

“法律没有对劳务派遣如何

设定试用期作出直接规定， 鉴于
劳动者与劳务派遣单位之间是一
种劳动合同关系， 只能在劳动者
与劳务派遣单位之间适用劳动合
同法， 即劳务派遣单位可以依法
设定试用期， 而用工单位与劳务
派遣工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
系， 无权给派遣工设定试用期。”
该工作人员解释说， 根据相关规
定， 用工单位应当对在岗被派遣
劳动者进行工作岗位所必需的培
训。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
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 仍不能胜
任工作的， 用工单位可以将劳务
派遣工退回劳务派遣单位， 劳务
派遣单位依照劳动合同法的有关
规定， 可以与劳务派遣工解除劳
动合同。 需要注意的是， 法律规
定：“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
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劳务派遣
单位在派遣员工到另一单位工作
的，不能再设定试用期。

新华保险再推医疗险新产品

工作过程中受伤， 一般由用工单位进行赔偿。那
么， 心情不好自己把手指剁了找老板索赔会怎样？作
为劳务派遣工，用人单位有没有资格要求制定试用期
呢？要求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
额3.3万元，获得仲裁委的支持却被公司告上法庭？劳
动者在劳动过程中面临的各种法律问题，如何应对才
能最大保障自己的权益？

■记者 王智芳 虢灿
通讯员 邬炼 彭欢宇 汪丽亚 刘明敬 实习生 杨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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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可获赔偿，诈骗要受刑法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