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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评析

以案说法

案情
半个月前，孙女士驾车前往一处小区

拜访朋友时，门卫听到她按喇叭，即打开放
行杆让她进入，并没有要求办理任何手
续。随即，孙女士自行找到一个停车位停
放车。岂料，当两小时后孙女士准备驾车
回家时，竟发现车身多处被划。由于物业
公司没有安装监控设备，且没有目击人员，
使得她无法找到划车人，也难以向划车人
索要赔偿。而物业公司面对孙女士的索赔
请求却一口拒绝，理由为她是外来人员，并
非业主，其对孙女士的小车没有保管职责，
双方之间也没有订立保管合同，彼此没有
权利义务关系。那么，物业公司的理由成
立吗？

说法
物业公司的理由成立，即孙女士的确

不能向其索要赔偿。
首先，从合同角度上看，物业公司没有

保管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65
条、第367条分别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
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
合同。”“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
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即保管合同的产
生、成立，是以双方达成保管协议，寄存人
已经交付保管物、保管人接受了保管物为
构成要件。与之对应，本案并不具备相应
的法律特征。一方面，物业公司与孙女士

之间并没有就她的车作出保管与被保管的
意思表示。合同的成立包括要约和承诺两
个阶段。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
思表示；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
表示。本案中，孙女士驾车进入小区时，只
是希望能够进去，并没有向物业公司提出
保管要求。门卫之所以允许非本小区业主
的车辆驶入、停放，根本目的在于方便小区
业主接待来访的亲朋好友等，并不等于同
意对孙女士的车加以保管。即彼此之间根
本就没有就是否保管小车问题进行过协
商，更不用说有过要约、承诺并达成一致。
另一方面，物业公司与孙女士并没有将车
作为保管物进行交付。即物业公司自始至
终没有与她办理任何手续，孙女士也是自
行寻找地方随意停放，尤其是你在停放后
一直掌管着小车钥匙，仍然对小车进行着
实际占有和控制。也正因为双方之间不存
在保管合同关系，所以虽然物业公司在没
有安装监控设备，也没有目击人员的情况
下，使得孙女士无法通过查找划车人找出
索赔对象，导致索赔无门，但由于彼此没有
对应的权利义务，决定了孙女士照样无权
向物业公司索要赔偿。

其次，从服务角度上看，物业没有看管
的义务。《物业管理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
例所称物业管理，是指业主通过选聘物业
服务企业，由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按照物
业服务合同约定，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
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
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
活动。”即物业公司的服务对象仅仅是小区
业主，并不包括小区以外的其他人员。

文/颜沐

到别处小区访友
车被“破相”
能否向物业索赔

案情
因为身体状况良好，加之闲

来无事，更为增加收入，2016年 7
月 16日，64岁且早已开始领取退
休养老金的李慕芸（化名）应一家
公司的雇请，前往担任技术指导。

岂料，三个月后，李慕芸在上
班期间，由于椅子突然散架，导致
脊椎受伤。这次负伤，她不仅花
去 13 万余元医疗费用，还落下 7
级伤残。

由于公司没有为她办理工伤
保险，李慕芸要求公司按照工伤
保险的项目和标准给予赔偿。可
公司认为李慕芸已经超过法定退
休年龄，不属于法定意义上的劳
动者，故不属于工伤保险的对象，
也不能认定为工伤，更不能获得
任何赔偿。

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第44条第2项规定：劳动者开
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的，劳动合同终止。《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 21
条也指出：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由于李
慕芸年满 64 岁且已经领取养老

金，工伤保险又以存在劳动关系
为前提，所以，她不属于工伤保险
的对象。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规定：“雇
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
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
此，从民事法律关系上看，公司作
为雇主，李慕芸作为雇员，其在从
事雇佣活动中受到伤害，应当依
据此项规定获得相应的民事赔
偿。

综上，李慕芸虽然不能获得
工伤赔偿，但公司必须给予其民
事赔偿，决不能撒手不管。

案情
2015年10月7日，柳枝萍（化

名）在上班期间，由于机台上方的
铁架脱落受到伤害并导致六级伤
残。此后，公司一直没有为她申
请工伤认定，而她误以为公司已
经申请，加之不知道自己也有直
接申请工伤认定的权利而没有申
请。

到了 2016年 12月，由于工伤
待遇一直未落实，柳枝萍便到社
会保险机构打听原因。听工作人
员介绍后，她赶紧提出工伤认定
申请。可她得到的答复是：因为
超过申请期限，不再为其进行工

伤认定。
此时，公司也借口其已为柳

枝萍办理工伤保险手续，柳枝萍
没有及时抓住机会申请工伤认
定，故只能自食其果，不能也无权
要求公司承担责任。

评析
《工伤保险条例》第 17 条规

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后，所在单
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30
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
单位未提出的，工伤职工或其近
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
之日起1年内，也可以直接申请工
伤认定。

这就是说，申请工伤认定，对
职工是权利，对用人单位既是权
利也是义务。如果用人单位和工
伤职工均未申请工伤认定，即便
参加了工伤保险，也会因未经工
伤认定，导致工伤保险机构不再
支付此笔费用。

但是，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工
伤职工的合法权益就此丧失。由
于享受劳动保护和工伤待遇，是
宪法及劳动法律法规赋予员工
的、受法律绝对保护的基本权利，
所以，在用人单位不作为，不为员
工认定工伤的情况，其必须承担
由此引发的后果，员工可以向单
位索要赔偿。

案情
邱女士是李雅婷（化名）的顶

头上司，但彼此关系很僵，动不动
就发生争吵。2017年 5月 4日上
午上班期间，李雅婷因为对邱女
士下达工作的任务不满而发了一
句牢骚。邱女士一气之下，抄起
一把扳手往李雅婷头上砸去。见
李雅婷当场倒地并昏迷不醒后，
邱女士逃之夭夭。

事后，李雅婷以自己构成工
伤为由，要求公司给予工伤待遇，
但被拒绝。公司的理由是：公司
并没有授权邱女士打骂员工，李
雅婷受到的伤害完全是邱女士的
个人行为造成的。况且，由于监
控视频损坏，又无其他人在场作
证，故无法证明邱女士实施暴力
与工作有关。

评析
《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3

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
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
力等意外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
伤。这个规定包含两种情形：一
是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
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的暴力伤
害；二是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
场所由于意外导致的人身伤害。
本案中，李雅婷是因工作任务与
邱女士发生争执乃至被打伤，明
显与第一种情形相吻合。

此外，《工伤保险条例》第 19
条第2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
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
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
责任。”从这项规定可以看出，否
认工伤的举证责任在于用人单
位，只要用人单位无法举证员工
不是工伤，其就必须对员工给予
工伤待遇，而不是必须由员工来
证明自己构成工伤。

文/颜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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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认定受阻由谁赔工伤认定受阻由谁赔
明明是在工作期间

受到伤害，可总有一些员
工因为超龄上班、迟延申
请工伤认定、缺乏相关证
据等造成工伤认定受阻，
进而导致其相应的工伤
待遇难以落实。面对这
样的难题，这些员工该怎
么办？是向用人单位索
赔，还是“打落门牙往肚
里吞”？如果索赔有什么
法律依据？以下案例，为
员工依法维权提供了借
鉴。

编辑同志：
我去一家公司面试，签了劳动

合同，现在不想做了。该公司让我
赔偿三万元违约金，我一个小女

孩，哪有这么多钱？请问，我是不
是被骗了？

读者陈琳琳
陈琳琳：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除了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
费用而劳动者违反了服务期约定，
以及劳动者违反了竞业限制约定
的情况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
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如果
你不属于上述两种情况，就不需要
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编辑同志：
我公司员工由于在填写

单据时不仔细，导致一笔生意
发生差错，最终公司损失了 3
万余元。现在公司已经对其
工作失误做出了处罚，但规章
制度中规定的处罚只是扣除
当月奖金，不够弥补公司的损
失。请问，公司能否要求员工
分担这笔业务的损失？

读者 赵刚
赵刚：

根据民法总则及劳动合
同法有关规定，劳动者在履行
职务过程中给用人单位所造
成的损失，应按照劳动合同的
约定及用人单位的相关规章
制度处理。如果公司规章制
度中规定的处罚只是扣除当
月奖金，则用人单位无权在该
规定之外对员工再行加以处
罚。

员工失误造成损失

单位能否追偿

签了劳动合同后反悔了需要支付违约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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