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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7年后查出职业病
男子获赔43万多元

案
例1

本期主题：工伤认定 律师说法

这六种情况可认定工伤
湖南睿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明

介绍，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
一般六种情况下可以认定为工伤，在
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工受伤；
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
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
受伤；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
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
的；患职业病的；因工外出期间，由于
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
落不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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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事故伤害的等。

“上下班途中包括在合理时间
内往返工作地与住所地、 经常居住
地、单位宿舍、家人居住地等。”刘明
补充。此外，员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
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
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 在抢险救灾
等维护国家利益、 公共利益活动中
受伤害；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
因公负伤致残， 已取得革命伤残军
人证， 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等情
况，可以视同为工伤。

而故意犯罪、醉酒、吸毒、自残
或自杀等均不能被认定为工伤。

“有的员工在工作中疏忽大意
或是精力不集中造成自己受伤，一
般也应该认定为工伤， 因为这种情
况不是法律规定的不得认定为工伤
的情况。”刘明说。

员工认定为工伤后， 如果单位
没有购买工伤保险， 将由该单位按
照国家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
标准支付相关待遇给员工。

离职7年后查出职业病，男子获赔43万

工伤怎么认定？ 这六种情况都算
员工上班途中出车

祸， 单位却说她不是公
司职工， 不能认定为工
伤； 职工在厂里做事受
伤， 厂方称职工是用工
厂的机器干私活， 申请
撤销了工伤认定； 离职
七年了查出了职业病，
前东家不承认是工伤
……哪些情况下不能认
定为工伤？ 用人单位否
认是工伤的借口会不会
被法院采纳？ 看看法院
对这类案件的判决结
果，或许能找到答案。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唐丽香

已经从煤矿离职七年，却
被查出患上了尘肺病，向“老
东家”索赔反被告上了法庭。
近日， 郴州市嘉禾县法院依
法审理了这起劳动纠纷案，
最终判令煤矿赔偿劳动者43
万余元。

李某是郴州人，2007年1月
开始， 他在嘉禾一家民营煤矿
从事井下作业工作，2008年1月
与煤矿终止了劳动关系后，再
未接触过粉尘工作。

2015年3月，李某感觉身体
不适， 到医院就诊时被郴州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诊断为煤工
尘肺二期职业病，2015年6月，
被郴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认定为工伤，2016年5月，被
郴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
定为四级伤残。

李某向该煤矿提出工伤
保险赔偿要求， 但双方未达
成一致意见， 李某向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申请。 仲裁委员会裁决由煤
矿支付李某各项工伤待遇47
万余元。该煤矿对仲裁不服，
向法院提起诉讼， 辩称李某
与煤矿在 2008年 1月就已终
止劳动关系， 他早已不是煤
矿的员工。

法院审理认为，李某离岗
时， 煤矿没有组织李某进行
离岗体检， 李某所患煤工尘
肺二期被认定为工伤并构成
四级伤残， 应依法享有相关
的工伤保险待遇。 最终法院
依法判决由煤矿支付李某一
次性伤残补助金、 一次性长
期工伤保险待遇、 职业病诊
断费共计43万多元。近日，李
某顺利拿到了迟来的工伤保
险赔偿。

烟雨迷濛的三峡人家
国家5A级景区三峡人家地处宜

昌三峡西陵峡畔， 位于三峡大坝和葛
洲坝之间，以其“一肩挑两坝，一江携
两溪”的独特地理位置优势，及原汁原
味的西陵百里画廊，融合了地质文化、
巴文化、楚文化、土家文化、峡江文化、
抗战军事文化等， 是长江三峡黄金旅
游线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这里石、瀑、洞、泉……多种景观
元素巧妙组合，这里有洪荒之美、这里
有苍凉之美、这里有阴柔之美、这里更
有雄浑之美， 走进三峡人家您将经受
一次烟雨迷濛的文化梦幻洗礼。

300万年前的洪荒时代，万古长江
不断冲刷切割阻挡其中的巫山山脉，波
涛汹涌劈开了巫山山脉，夺路奔流而形
成了地球上最壮丽雄奇的长江三峡。

在三峡人家， 屹立着三叠纪形成
的灯影石、石令牌，这些远古遗迹就像是
一部“无字天书”。虽无图无字，却隐匿着
许多有关地球万物发展演化的奥秘。

不仅如此， 这里还有2000年前留
下的一个寨落，这是一座巴人的堡垒：
用巨大的岩石和原木垒成的堡垒，彪
悍的巴人终究没能用厚厚的城墙阻挡
住历史前进的脚步。

这是一个以展现古巴国历史文化
发展脉络，展示先民生存、生活智慧的
主题园区，以建筑、手工艺、舞蹈、曲艺
等形式， 场景再现三峡从古巴国以来
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变迁。 经济信息

在公司做事受伤后，木
工李明（化名）因为工伤认定
一事迟迟没能放下心来。他
先是被认定为工伤， 其后被
公司向人社部门申请撤销，
为此他状告人社局，近日，长
沙中院二审宣判该案， 维持
了一审撤销《不予认定工伤
决定书》的原判决。

2015年10月，李明应聘
到浏阳一家木业公司做木
工。2016年3月25日下午，他
在车间机器上开料过程中，
被弹回的模板打中肚子，随
即被同事送往医院。

二十多天后， 木业公司
向浏阳人社局提出了李明的

工伤认定申请， 随后浏阳人
社局认定了工伤， 并送达了
《认定工伤决定书》， 公司负
责人在登记表上签了字。

然而半年后， 木业公司
向人社局提出撤销工伤认定
申请，理由是李明自带木材、
利用休息时间及机械设备为
自己制作床靠背而受伤，不
属于工伤。 该公司还提交了
员工的证明及通话记录。此
后， 浏阳人社局对李明进行
调查后，作出了《不予认定工
伤决定书》。

李明不服该决定书，起
诉到浏阳市法院。 浏阳市法
院审理后认为， 木业公司两

次向浏阳人社局提供的证据
自相矛盾， 从而导致认定李
明受伤时间是休息空闲时间
还是正常工作时间自相矛
盾； 浏阳人社局撤销原工伤
认定决定依据的是相关证人
证言、电话录音、订单明细表
等证据， 而这些证据之间亦
相互矛盾。 法院判决撤销浏
阳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
定工伤决定书》，同时在判决
生效后60日内重新作出工伤
认定决定。

法院一审判决后， 该案
第三人木业公司不服， 上诉
到长沙中院。近日，长沙中院
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公司上班半年后，在
上班途中被摩托车撞骨折，
公司却称不是工伤， 因为她
不是公司员工。 该公司起诉
王婷（化名），请求法院确认
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但法
院确认了劳动关系， 人社局
因此认定为工伤。 该公司又
把人社局起诉到法院， 请求
法院撤销《认定工伤决定
书》。近日，娄底中院二审确
认工伤认定有效， 驳回了该
公司的上诉。

2014年12月， 王婷经人
介绍到娄底某公司做销售，

并协助人事主管做人事工
作，没有签合同，没买社保。
2015年5月的一天，王婷上班
路上在单位门口被一辆摩托
车撞倒在地，多处骨折。经司
法鉴定，她需伤休6个月。就
在王婷想申请工伤认定时，
却被公司告知， 她与公司没
有签合同， 也不存在劳动关
系。

该公司还起诉王婷，请
求法院确认劳动关系不存
在。 但法院确认双方劳动关
系成立，同时，当地人社局做
出了《认定工伤决定书》，决

定对王婷的事故伤害予以认
定为工伤。该公司不服，向娄
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起诉人
社局。

娄星区法院审理后认
为：王婷是该公司职工，在其
去公司上班途中， 受到非本
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
害； 人社局在受理王婷的工
伤认定申请后， 依程序进行
了调查核实，认定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因此，
驳回了该公司的诉讼请求。
该公司不服， 上诉到娄底中
院，娄底中院维持原判。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拟对
湖南吉首精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吉首精诚建材
广场有限责任公司 2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 2017年
11月 30日， 该资产包债权余额为人民币 6440 . 29万元。该
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 其他组织，
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
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
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
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
外网站，网址www.cinda . com . cn �。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

疑问或异议请与湖南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梁灏
联系电话：0731-84130185
电子邮件：lianghao1@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288号金色

地标大厦第26-27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731-84138788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iaojianjun@cin-

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17年12月7日

工人在车间被机器所伤，单位否认是工伤
案
例2

上班路上被车撞伤，公司却称不存在劳动关系
案
例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