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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评析 以案说法

案情

2012年12月29日晚，黄某受用
人单位临时雇佣，在用人单位的指

示下从事对施工路面的清洁工作，

因在路面清洁时发生交通事故，经

抢救无效后死亡。2013年1月25
日，死者黄某的妻子徐某依法向当

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

市人保局）申请工伤认定，市人保局

于2013年1月28日受理了这起工伤
认定申请，于当日向用人单位下达

了限期举证通知书并告知其负有举

证的义务，但用人单位在通知规定

的期限内未提交任何证据材料。

2013年3月20日，市人保局依据工
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1款的规定作
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死者黄某

在这次事故中造成的伤害系因工死

亡。用人单位不服，依法向市政府

提起行政复议，市政府于2013年10
月29日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维持
市人保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用人单

位仍不服，于2013年11月22日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工伤

认定书。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黄某的

死亡是否符合工伤的构成要件存有

分歧，一种意见认为，黄某应当认

定为工伤。理由是：黄某是用人单

位临时雇佣的职工，虽未签订劳动

合同，但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黄

某生前是受用人单位的指派，在其

安排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进行清

扫路面污泥，因发生交通事故而死

亡，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

项的通知》的规定，双方已形成事实

劳动关系，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关于

工伤认定的条件。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黄某不应当

被认定为工伤。理由是：用人单位与

黄某没有书面劳动合同，没有发放工

资证明，没有相关缴纳工伤保险材

料，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市人保局

认定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

评析

笔者赞同第一种意见。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1

项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

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

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争议的

焦点在于用人单位与黄某是否构成

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依

据法律运用自己的劳动能力，在社会

劳动过程中与用人单位形成的权利

义务关系。劳动关系一经建立，则劳

动者必须听从用人单位的指挥，接受

用人单位的管理，服从其工作时间、

地点、任务等安排，并遵守其规章制

度。对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临时雇

用的双方当事人是否构成劳动关系

的认定，应当结合双方权利义务的履

行情况判断其是否符合劳动关系的

构成要件。

用人单位在工伤认定程序和行

政诉讼庭审中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双

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工伤认定办

法第17条的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

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

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

任”。市人保局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

后，于当日就向用人单位发出了限期

举证通知书并告知用人单位负有举

证的义务，但用人单位在通知的期限

内未提交任何证据材料，应视为用人

单位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放弃举证权

利，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

果。

根据市人保局提交法庭的证据

可以查明，用人单位因施工需要清洁

路面而临时雇佣了黄某和李某等人，

指示黄某等人在每晚8点至次日凌

晨四五点之间负责清扫施工路面的

污泥土渣，并约定报酬为150元一

天，可以认定黄某等人的工作时间、

地点和工作内容均受用人单位安排、

管理和约束，报酬也是用人单位给付

的，双方之间构成劳动关系。黄某在

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内，因工作原因

遭受交通事故死亡，应当依法认定构

成工伤。

文／刘毅吴中椅

临时雇佣人员死亡能否认定工伤

案例评析

时下消费者在购房时，经常遇到

“零首付”或“低首付”的情况，即不花

钱或只花很少的首付，便可到银行办

理贷款手续完成购房。不过法律界人

士提醒，“零首付”购房暗藏风险，购房

人应当小心提防。

案情

2011年，李某在市内买了一套房
子，开发商打出“零首付”口号，主动借

给其8万余元。还款期限到了，因无
力归还，开发商于今年5月6日将他告
上法庭，索赔近20万元。

说法

这起诉讼是“零首付”购房暗藏风

险的典型案例，最重要的一点，“零首

付”购房并不符合国家和银行的相关

政策。采用“零首付”购房的消费者，

肯定是要从银行贷款的客户，如果开

发商擅自采用“零首付”，没有严格依

照国务院规定首套住房贷款首付比例

不得低于30%、二套住房贷款首付比

例不得低于60%的政策要求，违背了

国家政策。同时，由于贷款人没有实

际交付首付款，无法真正地拥有所购

买房屋的所有权，银行发放贷款，必然

会增加银行贷款的风险。

此外，“零首付”购房法律风险

大。对于开发商来说，“零首付”需要

他们临时垫款，为此需要垫付一定的

利息，如果资金链断裂，面临很大的资

金压力。开发商还要对购房者的经济

情况、还款能力和信用记录有一定的

了解，如果购房者因为这类原因无法

获得银行贷款，在房屋买卖合同履行

方面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对于购房者来说，如果已经购买

了二套以上住房，或外地购房者，无法

出具一年以上社保证明或者纳税证

明，就没有购房资格。当这些不具有

购房资格的购房者与开发商签订了

‘零首付’购房合同后，将面临购房无

效的尴尬境地，其按期交付的首付，可

能面临无法索回的情况。

提醒

“零首付”并非不用购房者支付首

付款，其本质是由开发商或房产中介

通过垫付，或者是虚拟抬高房价，多从

银行贷款的方式来获得首付款。此间

开发商和购房者签订的合同也可能存

在法律争议，当事方甚至因此可能被

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建议消费者不要

“零首付”购房。 文／范春生

“零首付”购房
暗藏风险当提防

案情

2012年8月，王某(户口不是本
地的)要买一辆二手车。为了方便借
用了刘某的身份证，相关手续都是

以刘某的名义办理的。当时两人口

头协议，将来一切费用及责任都由

王某负责。2013年11月，王某驾驶
二手车出了交通事故并造成被撞人

住院将近1个月，经交通部门认定，
王某负全责。现在需要赔偿被撞人

累计费用8万余元。王某声称最多
只能拿出两万元，其他费用要刘某

来支付。那么，王某的要求有无法

律依据？刘某该承担这份费用吗?
评析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同时投

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下称

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下

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

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

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

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

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

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

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

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

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

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

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

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本案中，如有证人出庭证明两人

口头协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或王某

认可口头协议且双方达成书面协议，

可作为证据，对刘某比较有利。

此车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

实际缴付人是谁，需要核实。如有

证据证明保险费用由王某（实际车辆

所有人）缴付，可以证明刘某（名义车

辆所有人）和王某口头协议的真实性

和有效性。

刘某作为名义车辆所有人，是

否应当承担连带赔偿义务，需要受

害人举证刘某在此次机动车交通事

故赔偿纠纷中存在侵权行为或具有

过错，如无相关证据支持其诉讼请

求，刘某应当不承担连带赔偿义

务。 文／杨蓓张姿宇

名义车主该承担车祸赔偿吗

编辑同志：

今年3月，我不服县法院对我

和李某的借贷纠纷的生效判决，

认为该判决错误，便向中级法院

申请再审，并提交了相应的材

料。但直到现在仍不见中院答复

我是否决定再审。请问，法律对

法院决定是否再审的答复时间有

何规定？

读者赵为群

赵为群：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8条
的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

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

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按相关

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应当提

交再审申请书等材料。人民法院

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5日
内将再审申请书副本发送对方当

事人。对方当事人应当自收到再

审申请书副本之日起15日内提交
书面意见；不提交书面意见的，不

影响人民法院审查。人民法院可

以要求申请人和对方当事人补充

有关材料，询问相关事项。人民法

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3
个月内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审

条件，裁定再审，否则裁定驳回申

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须经

本院院长批准。

你不服县法院的生效判决，以

判决错误为由申请再审。如果至

今未得到法院的答复，你应主动和

法院联系，查明相关原因。法院会

给予必要的解释和说明。

编辑同志：

我于今年3月19日在狗市花

2600块钱购买了一只贵宾犬。4月

26日，靳某找到我说这只狗是他今

年2月份丢失的，要求归还。靳某拿

出了养犬证并能正确说出贵宾犬的

特殊特征，证明犬此前的确属靳某所

有。我将犬归还靳某，但要求其补偿

我购买犬的费用及一个多月的饲养

费用，靳某拒绝。请问，合理对价购

买的遗失物被追回，我能否请求相关

补偿费用？

读者黄洁

黄洁：

如果遗失物确属你在市场通过

合理价格购买后被追回，你有权请求

所有权人支付因此而产生的对价及

合理费用。我国物权法第107条规
定“……但受让人通过拍卖或者向具

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得该遗失物

的，权利人请求返还原物时应当支付

受让人所付的费用”。司法实践中，

对法律规定的“所付的费用”应做两

项理解：（1）受让对价。善意取得人
购买遗失物的价格应是在拍卖市场、

公共市场等支付的参照同类商品的

合理市场价格。遗失人偿还其购买

的该笔对价，方能取回原物。（2）其他
合理费用。即管理遗失物所产生的

合理的无因管理费用。据此，对于你

饲养犬一个多月的合理饲养费用，靳

某也应支付。

编辑同志：

去年，我被李某打成重伤。李

某因犯故意伤害罪，被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4年，并赔偿我10万元。但

李某到监狱服刑后一直未履行民事

赔偿。请问，我该怎么办？

读者李方荣

李方荣：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4条第1
款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

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

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

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

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按规

定，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两年，

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

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

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

算。因此，如果李某不主动履行赔

偿义务，你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判决书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

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

院审查后会依法立案并采取必要的

强制执行措施。

是否决定再审
法院何时答复申请人

伤人者获罪入狱
不履行赔偿义务怎么办

购买遗失物被追回能否请求补偿费用

偷梁换柱 吐“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