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师说法

2017.5.24��星期三 编辑 杨斯涵 图编 言琼 美编 刘迎 校对 汤吉A10 经济与法

工伤赔偿金该给谁？
用人单位和死者家属存争议

案
例1

工伤保险， 是指劳动者在工作中或在规定的特
殊情况下， 遭受意外伤害或患职业病导致暂时或永
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死亡时， 劳动者或其遗属从国
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而在
生活中， 劳动者或其遗属不一定都能顺利拿到工伤
保险金，有的难以进行工伤认定，有的确认了工伤，
单位却要求分一杯羹。近日，这两种情况分别在两家
法院上演。

■记者 虢灿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邓画文 唐红 邓洋清 实习生 沈潘

本期主题：工伤认定

早退下班， 回家路上却出
车祸身亡， 能认定为工伤吗？
郴州嘉禾县李某因早退下班，
骑自行车回家途中，被公交车
撞上身亡。李某身故后，当地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
为其不属于工亡事故，李某家
属不服起诉到法院。 近日，嘉
禾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该案。

早退下班遇车祸
人社部门不认定为工伤

2015年9月15日下午4点
多， 嘉禾县工业园区某汽车配
件厂上班的李某， 未向工厂请
假而提早离岗。 李某骑自行车
返回家中， 在回家路途中与公
交车相撞发生交通事故， 经医
院抢救无效于次日死亡。交警部
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书》认定李某在此次事故中负同
等责任。随后，李某亲属向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
定申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认为， 受害人违反上班工作纪
律， 在早退过程中发生交通事
故致死亡， 其遭受的伤害的时
间不属于正常的上下班时间
段， 其遭受的伤害依法应当不
属于工亡事故。 李某亲属不服
该决定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人社部门认为， 工作时间
是指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指
示， 在用人单位的管理约束下
从事工作或与工作相关的活动
的时间。根据相关规定，上下
班途中，包括职工正常工作的
上下班途中，也包括职工加班
加点的上下班途中，并不包括
职工擅自提前离岗回家的途
中。此外，根据“职工以上下班
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
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
理路线， 视为上下班途中”的

规定，职工早退下班途中不属
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上
下班时间，因此，李某在上班
过程中早退发生交通事故意
外身亡不属于工伤。

早退和工伤无必然联系
法院支持其享工伤待遇

法院审理后认为，《工伤保
险条例》 其立法宗旨在于保护
劳动者合法权益。 其中明确规
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
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
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
伤害的， 可认定为工伤。 本案
中， 李某在发生的交通事故中
负同等责任，而非主要责任。

本案中李某虽早退下班，
但下班的时间和回家的路线，
应属《工伤保险条例》所规定的
下班途中。 李某早退下班回家
与正常下班后回家一样均属于
“下班”， 在途中受到非本人主
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均
属于“在下班途中受到交通事
故伤害”。

李某早退下班， 只涉及是
否遵守工作单位关于上下班时
间的制度规定，并不影响其下
班的事实，也不能改变其下班
为目的的事实，用人单位可以
依据规章制度对其作出相应
处理，但不能因李某违反劳动
纪律的过错而让其丧失工伤
保险的资格。用人单位对李某
工作纪律处分与李某是否能
享有工伤待遇资格是不同的
法律关系，两者之间没有必然
的联系，不能因违反单位规章
制度而剥夺李某的工伤保险
待遇。因此，支持李某享有工
伤待遇资格符合《工伤保险条
例》立法本意，也最大限度地保
护了职工的合法权益。

工伤赔偿都属个人，认定申请须趁早
用人单位要求分一杯羹被起诉 法院判决死者近亲属获全部工伤赔偿金

湖南睿邦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
刘明介绍，《工伤保险条例》第1条明
确规定： 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
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
救治和经济补偿， 促进工伤预防和
职业康复， 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
险，制定本条例。可见，《工伤保险条
例》 其立法宗旨在于保护劳动者合
法权益。

《工伤保险条例》立法放宽了属
于工伤法定情形的具体条件， 扩大
了认定工伤的范围， 更好地保护了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且，工伤保险
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 除非工伤职
工在工作过程中有《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的“(一)故意犯罪的;(二)醉酒或
者吸毒的;(三) 自残或者自杀的”情
形，否则应给予职工工伤保险待遇。
因此，虽然《工伤保险条例》没有直
接写明工伤赔偿金由职工一方享
受，但从该条例立法目的、工伤保险
的设定来说， 工伤保险就是为了保
障职工利益而设置， 工伤赔偿金由
职工享有。

根据《条例》规定，用人单位未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 工伤职工或
其直系亲属、 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
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
病之日起一年内， 可以提出工伤认
定申请。 如果劳动者自身怠于行使
权利， 不积极申请导致超出工伤认
定申请时间， 由于劳动争议申请仲
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 如果此后劳
动者提出相关诉讼， 法院一般会驳
回其诉讼请求。

如果是用人单位恶意不申报工
伤， 而劳动者由于法律知识的不足
并无主观上的过错， 致使未能在规
定的期限内申报工伤， 劳动者按工
伤程序一定会被驳回起诉，此时，劳
动者可以以人身侵权纠纷起诉用人
单位， 由法院参照雇员受害赔偿进
行处理。

5月22日上午， 株洲市
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
醴陵市某陶瓷企业与醴陵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简称：醴陵人社局）行政管
理纠纷一案。

这是新《行政诉讼法》
实施以后，株洲首例行政相
对人诉请行政给付的案子。
经审理， 法院当庭宣判：死
者近亲属被确定为王某工
伤待遇的唯一受益人，醴陵
人社局履行王某工伤保险
待遇支付职责。

认定工伤，
待遇分配起争执

去年8月， 醴陵某陶瓷
公司职工王某下班后，骑摩
托车回家，行至该市凤凰大
道匝道路口时，与一拖拉机
相撞，王某当场死亡。

10月，醴陵人社局受理
了陶瓷公司的工伤认定申
请，11月，该局认定王某为
工伤，依照《工伤保险条例》
相关规定，王某的近亲属可
从工伤保险基金中领取一
次性工亡补助金、安葬费和
抚恤金共计661091.6元。

不过， 陶瓷公司认为，
王某的工伤保险金是单位
缴纳的，受益人和直接赔偿
的主体都应该是用人单位。
另外，该案应先进行劳动争
议仲裁或民事诉讼解决争
议。因此，他们拒绝前往醴
陵人社局办理支付确认手
续。

二审确认，
受益人为死者近亲属

迫于无奈，王某的近亲

属将醴陵人社局和这家陶
瓷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醴
陵人社局支付王某的工伤
赔偿金， 履行支付职责。诉
求获得一审法院支持。

陶瓷公司对这一判决
不服， 于是上诉至株洲市
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的争
议焦点在于， 本案是否属
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醴
陵人社局是否应当向王某
近亲属履行工伤保险待遇
支付职责。

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经审理后认为，依照《行政
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没有
依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
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的，
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
依照《工伤保险条例》，醴陵
人社局作为主管工伤保险
工作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应对其设立的醴陵市工伤
保险局经办的工伤保险事
务负责。

本案中，王某已被确认
为因工死亡，近亲属系领取
该工伤保险待遇法定的权
利人，有权要求醴陵人社局
依法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所
以，向王某的近亲属履行工
伤赔偿金支付职责属于其
法定职责。

另外，《工伤保险条例》
对工伤赔偿金究竟支付给
用人单位还是死者近亲属
没有明确规定，但是职工工
伤保险的设定，就是为了维
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职工因
公受伤或者死亡以后，职工
的保险的受益人理应由职
工一方直接享受。

综上， 株洲中院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早退下班出车祸，能认定为工伤吗？

案
例2

要在工伤后一年内
提出认定申请

工伤维权五步走

劳动者在发生工伤事故时，应
当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对于维权， 律师提了一些建
议:

1.劳动者在发生工伤后，首先
应判断是否属于工伤的范围。

2.寻求证据来证明劳动关系的
存在。 劳动关系证明是申请工伤认
定的前提条件， 没有证明劳动关系
的材料，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就无法
进行工伤认定， 能证明劳动关系的
证据主要包括劳动合同、工作证、上
岗证、工资条等。

3.明确遭遇工伤单位的名称和
地址。

4.明确单位是否已经申请工伤
认定。

5.根据伤残级别计算工伤赔偿
数额。

维权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