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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以案说法案例评析

工伤类案件在法院劳动争议案

件中所占的比例比较大，劳动者受伤

后就要涉及工伤待遇、工伤医疗费用

及工伤赔偿等方面的问题。近日，从

事此类案件纠纷审判的业务法官，就

这一类型的案件以案说法。

工伤赔偿协议签订后

反悔怎么办

案情

李某于2008年10月15日入职
于某建筑公司，职务为制程二组的弯

管工，工伤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
3300元。2012年3月3日，李某在工
作中不幸受伤住院治疗。后经当地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工伤九

级伤残。其后，李某与某建筑公司签

订了一份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协议

约定由某建筑公司一次性支付李某

43600元。李某承诺不再要求某建

筑公司作出任何补偿。此外，协议还

约定了违约责任即违约方向守约方

支付相当于补偿金数额的违约金。

后李某反悔，到法院起诉主张解

除劳动关系协议书无效，称是被迫签

订，且显失公平。李某确认已领取解

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中约定的款项

43600元。为此，李某主张某建筑公
司并未按照法律规定支付其相应的

工伤待遇。请求法院判令某建筑公

司支付相应的工伤待遇差额。

庭审中，李某确认协议书的真实

性，并确认已领取赔偿款项。其次，

李某主张协议书系其被迫所签且显

失公平，但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

明。最后，法院确认协议书中关于工

伤保险待遇的约定与承诺是双方平

等协商一致后达成的，是双方的真实

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驳回李某

的诉讼请求。

说法

对于此类问题，法官主要从以下

几个方面考虑：首先，显失公平尺度

把握问题。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

签订的协议，是否确实会存在有损劳

动者利益的地方。其次，被迫情形的

定夺问题。最后，权衡劳动者的不诚

信行为与劳动者的利益损失，最终以

充分保障劳动者权利为选择。大多

数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协议，劳

动者均表示放弃对用人单位其他法

律责任的追究，不再就劳动争议纠纷

向用人单位追究责任并自愿放弃应

得补偿。该情形下，劳动者再起诉用

人单位，劳动者存在不诚信的行为。

法官支持劳动者会对劳动者不诚信

的行为存在隐形的助虐以及不利于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和解。

工伤医疗自费药谁来承担

案情

2010年10月，张某在某制衣公
司工作时发生工伤，住院治疗期间产

生自费项目金额合计40160.73元。
张某签名的欠条载明：“现欠某制衣

公司现金35710.73元。（打印）因工伤
自费金额35710.73元。（手写）欠款
人：张某2012年7月9日”。原告主
张，当时经办的经理要辞职，打印好

欠条要求张某签名。原告否认医院

自费项目签字单系其签名。

法院审理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确

定了工伤保险基金对治疗工伤所需

费用的承担范围。被告未提供证据

证实案涉自费药的使用不合理，因此，

自费药作为原告治疗工伤的医疗费

开支，应由被告承担。被告制衣公司

须在原告明确知道其应当享有的权

利的情况下，其对工伤待遇的处分才

能确认为真实意思表示，最后，法院判

令自费药费用应由被告公司承担。

说法

工伤医疗保险诊疗项目为临床

必需、安全有效、费用适宜的诊疗项

目；超出工伤医疗诊疗项目的范围，

属非工伤治疗临床必需、安全有效、

费用适宜的诊疗项目则为个人支付

项目医疗费。如果劳动者要求该个

人支付项目的医疗费由用人单位承

担，依据是不足的，将不会得到支

持。不过，用人单位主张自费药由劳

动者承担，应举证证实自费药属奢

侈、享受型用药，或者该用药并无必

要，否则，用人单位应承担自费药费

用的支付义务。 文／南法

劳动者工伤索赔应依法

案情

“合同明确约定，我作为

买方如果违约，已支付的定金

3万元不予退还；若卖方违约，
则要双倍返还定金6万元。而
且合同上明明白白写着，如果

发生违约，违约方还要支付违

约金1万元。”小李拿着法院的
判决书有些难以接受，如今我

货没拿到，这就是卖方违约。

怎么现在法院只判对方双倍

返还定金就好了，那还有1万
元的违约金我找谁拿去？难

道不是按照合同办事吗？一

定是法院判错了！”

小李如此激动还要从头

说起。去年年底，小李与老王

签订了订购1万件冲锋衣的合
同，要求在2月份的时候交货，
合同也约定了上述定金和违

约金。签约后，小李依约向老

王支付了3万元定金。
可是，由于老王的工厂管

理不善，到了约定的交货时间

不能交付合同约定的冲锋

衣。小李不能看着自己财物

两空，就向法院起诉，要求老

王支付违约金并双倍返还定

金。但是，法院经审理只支持

了小李的定金要求。难道法

院真的判错了吗？

说法

按法律规定，定金有债权

担保的性质，给付定金的一方

不履行约定债务的，无权要求

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

履行约定债务的，应当双倍返

还定金。而违约金是违约时

一方向另一方支付的金钱赔

偿，同时具有补偿和惩罚的性

质。当事人既约定了违约金，

又约定了定金的，一方违约

时，对方可以选择使用违约金

或定金条款。

本案中，小李诉状中两者

都主张了，虽没有明确选择适

用哪个条款，但法院从最大限

度维护守约方利益的角度，判

定对方双倍返还定金，是完全

符合法律规定的。 文／秀舟

卖方违约后
买方“定金”“违约金”都想要
法律规定两者不可兼得

案情

2012年11月，李某与张某签订了
房屋出租合同，约定由张某承租李某

的房屋，租期一年，至2013年10月31
日，租金每年10万元，半年一付。

合同到期后，双方通过短信息方

式协商续租事宜，张某要求李某提供

银行账号，李某予以提供，张某向李某

汇款4.5万元（扣除张某给李某做防水
的费用5000元）。但李某认为，扣除
防水款后张某应给付6万元租金。张
某认为半年租金是5万元，不同意按
照半年租金6.5万元的标准续签合同，
双方就此发生争议。

为此，李某诉至法院，要求解除房

屋出租合同，张某返还房屋，并按每日

356元支付自2013年11月1日至实际
腾退之日止的房屋使用费。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与张某以

短信息的方式协商续租事项，应当认

定属于合同法中规定的对话协商，房

屋出租人李某提出按每年13万元的
租金标准续租合同，但承租人张某并

未即时作出承诺。因此，应当认定双

方在原合同到期终止后，并未形成事

实上的租赁合同关系。

据此，法院一审判决张某腾退房

屋并支付房屋使用费。判决后，张某

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短信协商

续租的合同是否成立。

合同的订立，以要约、承诺的方式

作出。对方当事人了解要约内容时要

约开始生效，受约人得以在一定期间

内作出承诺，此期间为要约存续期

间。要约人在要约中定有存续期间，

受约人须在此期间内作出承诺，未定

存续期间的，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

应当即时作出承诺，但当事人另有约

定的除外。

本案中，双方以短信息方式协商

续租事宜，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订立

方式，但由于短信息以即时可收发的

状态，使双方可即时了解对方的意思

表示，故而本案中双方订立合同的方

式，可以参照适用合同法规定的以对

话方式的协商。则一方发出要约后，

另一方需即时承诺，否则要约失效。

李某要求年租金为13万元，张某

未即时承诺，该要约失效。同时张某

要求租金10万元，李某亦未即时承

诺，双方就合同价款未达成合意。

合同的订立，其最强调的是双方

合意。为保证合意的一致性，承诺的

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受约人

对要约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

约。对有关合同的标的、数量等主要

条款内容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

质性变更。本案中，张某的10万元租

金的意思表示，系对李某要约的实质

性变更，是新的要约。

合同法第22条规定：“承诺应当

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依据交易习惯

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

的除外。”本案中，张某主张其已经履

行合同，且李某业已接受，故而合同已

经成立。然而，张某的单方履行行为

对李某原要约内容作出实质变更，实

际是以单方行为表示了新的要约，但

李某未予承诺，双方合意依然没有达

成，合同未成立。

文／王忠

以短信方式续订合同可以吗

方式可行但要形成“合意”

编辑同志：

我的朋友用QQ一对一跟人交流，发

了一段色情视频给他的网友，请问，这是否

构成犯罪？

读者薛明

薛明：

根据相关规定，行为人以牟利为目的，

具有传播淫秽电影、表演、动画等视频文件

20个以上；传播淫秽音频文件100个以上
……以会员制方式传播淫秽电子信息，注

册会员达200人以上等行为之一的，以传
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定罪处罚。不以牟利为

目的，传播数量达到上述标准两倍以上的，

以传播淫秽物品罪定罪处罚。所以，在QQ
上发送色情图片、视频，如果达到一定数

量，也是有可能构成犯罪的。

编辑同志：

我爷爷奶奶在农村有

宅基地，他们早已去世，宅

基地使用权证登记的还是

我爷爷的名字。现在我爷

爷奶奶的继承人只剩下我

姑、我和我两个弟弟。现在

我家祖宅的院落被邻居侵

占了一部分。我想起诉邻

居，怎样办理？

读者马振荣

马振荣：

你需要先确认你对宅

基地的权属份额。可以先

去法院起诉其他继承人，也

就是你的姑姑和弟弟们，要

求法院依法确定每个人对

此宅基地的权利份额。法

院出具判决或者调解书，一

旦生效，你可以依据生效的

法律文书，再到法院以侵犯

相邻权起诉邻居，要求邻居

排除妨碍。这种诉讼不存

在诉讼时效问题，因为这属

于持续性的侵权，只要侵权

事实继续存在，就可以起

诉。

编辑同志：

我老公半年前被我发现有外遇，随

后他提出离婚，却又不肯给我补偿，因

此我不同意。现在他索性躲在外面，偶

尔才回家一趟。请问，像他这种情况，

离婚时的财产分割是否应由我占主要

份额，大致的分配比例是怎样的？

读者黄秀芬

黄秀芬：

依据我国婚姻法规定，在离婚时，

对于夫妻共同财产一般是按照公平

原则处理，并依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

则予以分配，如确有过错一方对无过

错方造成损害的，依法应付赔偿责

任。

因此，在财产分配中，如有证据证

明你丈夫对离婚具有过错，你作为无

过错方可以适当多分财产，并可依法

要求对方给予一定赔偿。

邻居侵占部分宅基地
起诉侵权不存在时效

丈夫外遇不归 离婚财产咋分

用QQ传色情视频
是否构成犯罪

选“财” 涨“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