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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工伤认定就索赔
能否获法院支持

劳动者发生工伤事故后，应当及时向劳
动保障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并由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作出劳动能力鉴定。未经工伤认
定，直接向法院起诉工伤赔偿，将无法获得
法院支持。近日，广东省梅州市两级法院就
审理了一起工伤索赔案件，因原告受伤后没
有申请工伤认定，也没有进行劳动仲裁，直
接向法院提起工伤索赔，法院最终裁定驳回
起诉。
案情
2015 年 9 月，30 岁的湖南女子闵某跟随刘某
的工程队砌墙，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仅是口头
约定以每平方米 26 至 27 元计量报酬。短短时间
里闵某的砌墙手艺也算掌握得不错。但天有不测
风云，人有旦夕祸福，2016 年 1 月闵某在从事刘某
承包的梅州市五华县郭田镇廖某家建房工程时不
慎摔伤，后经医院治疗花去大额医药费。事后，刘
某仅支付了部分医疗费，而对一次性工伤补助金、
工伤医疗补助金、伤残就业补助金等一概未支
付。闵某于是向五华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刘某按
工伤赔偿标准赔偿其医疗费、护理费、一次性工伤
补助金、伤残就业补助金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202030 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闵某在砌墙搬红砖过程中
摔伤，事后，闵某没有到劳动行政部门确认劳动关
系与工伤认定，直接以工伤赔偿诉至法院。而在
庭审中刘某否认与闵某存在劳动关系，也否认本
次事故属于工伤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第七 79 条、
《工伤保险条例》第 17 条的规定，
劳动争议须先行劳动争议仲裁，工伤索赔须先行

申请工伤认定，闵某未经上述程序直接以工伤标
准索赔，违背法律的相关规定。为此，一审、二审
法院都裁定驳回闵某诉求。
提醒
工伤认定为工伤类劳动争议案件的前置程
序。本案中，原告在工作中受到伤害属实，但其在
既未对该损伤是否属工伤进行认定，也没有进行
劳动仲裁的情况下，即以工伤索赔向法院起诉，不
符合我国法律所规定的起诉条件。
在此提醒，建设工地的农民工在工作时发生
工伤事故，应在事故发生之日起 1 年内，向劳动局

工伤处申报工伤，在劳动局作出工伤认定书后，伤
者经过劳动局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劳动能力
鉴定结论后，再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
工伤待遇仲裁申请，要求单位支付工伤待遇赔偿
款。若劳动部门没有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但是
伤者经过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以受理
的前置程序后，可以到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用人单
位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文/ 刘燕花 吴凤茹

给您提醒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79
条: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
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
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
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
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
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工伤保险条例》第 17 条:职工
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
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
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
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 30 日
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
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
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
可以适当延长。
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
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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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
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
认定申请。
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应当由省
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进行工伤认定
的事项，根据属地原则由用人单位所
在地的设区的市级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办理。
用人单位未在本条第一款规定
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在此期
间发生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
等有关费用由该用人单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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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

致人轻伤可依法刑拘
编辑同志：
我弟弟开店因客源问题与隔壁
店面老板发生了打斗，造成小指粉
碎性骨折，鉴定为轻伤二级。打人
者拒绝支付医药费。目前，公安机
关已经立案但是未抓人，让双方调
解，请问，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
做？
读者 吴伟民

吴伟民：
轻伤二级已经达到了故意伤害
罪的立案标准，但此类案件公安机
关一般会主持调解，化解矛盾。目
前，对方拒绝向你们支付医疗费，说
明调解意愿不强，建议你们要求公
安机关依法刑拘伤人者，以便于挽
回损失，更有利于你们的调解工作。

网上被
“黑”
该如何维权
编辑同志：
因意见不合我与群友吵了一
架，随后，群内和论坛都出现了大量
我的照片，而且还是恶意 P 过的图，
还带有侮辱性语言，请问，我该怎么
办？
读者 闵雯杰

闵雯杰：
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你可以
要求对方删除已经发布的照片并停
止侵权。如果对方继续侵权，
按照我
国刑法的规定，
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
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
人名誉，
情节严重的行为，
构成犯罪。

员工侵吞货款 涉嫌什么犯罪
编辑同志：
我公司的一名销售人员在辞职
前，将几笔货款存入了自己的银行
账户，辞职后他更换了住址和手机，
导致我们找不到他。虽然我们现在
仍在尽力找他，但还是想咨询一下，
他这样的行为是否已经涉嫌犯罪？
具体涉嫌的是什么罪名？
读者 杨晓东
杨晓东：
杨先生公司的这名销售人员，
涉嫌构成了我国刑法规定的职务侵

占罪，该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
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
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
大的行为。
现该销售人员将本属于公司的
销售款项，恶意侵占并存入自己的
账户，其行为显然是故意的。
至于该罪构成“数额较大”的起
点，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相
关司法解释，即侵占公司、企业等单
位财物 5000 元至两万元以上。

法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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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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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实务

想查个人信息 律师能否办理
编辑同志：
周某和我有经济纠纷，可是最近
我一直找不到他，因为他的住处和手
机号码都变更了。现在我才突然发
现，
对于周某的个人情况我一无所知。
我去派出所要求查询他的户籍地
址等个人信息，但派出所说不能替我
查询，除非我去起诉，由法院来查。可
是我去法院咨询，他们说我需要有明

确的被告及住址，才能立案。请问，现
在我该怎么办？律师能否办理相关查
询？
读者 王婧
王婧：
根据法律规定，执业律师依法享
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你可以委托执
业律师，前往周某户籍所在地的派出
所，
调查其户籍资料等相关信息。

协议明确产权 是否具有效力
编辑同志：
我和丈夫现在住的房子是他婚前
购买的，房产证上是公婆和老公三个
人的名字。房子购买时是 95 万元，公
婆只出了 15 万元首付，老公出了 20 万
元，剩下的现在由我们来还房贷。老
公还有一妹妹，
已出嫁。
因为房产证上没有我的名字，却
在用我们两个人的钱还贷，因此我多
次提出要求在房产证里加上我的名

字，但老公提出写一份字据，意思是房
子有我一份。请问，这样的协议是否
有效？
读者 商玲
商玲：
这份协议部分有效。由于房产证
上的产权人是商女士的公婆和其丈
夫，因此，该套房子商女士的丈夫享有
三分之一的产权，在此三分之一产权
范围内的所有权处置协议是有效的。

婚姻家庭

争夺抚养权利
是否有法律依据
编辑同志：
张某和丈夫长期在外
地经商，3 岁的儿子随公公
婆婆生活。最近张某的丈
夫车祸身亡，张某想将儿子
带走，由自己或是自己的父
母抚养，但张某的父母不同
意，双方为此产生矛盾。请
问 ，张 某 是 否 有 权 带 走 儿
子？如果此事闹到法院，法
官会如何裁决？
读者 苏文秀
苏文秀：
按照民法通则的有关
规定：因配偶自然死亡的，
婚姻关系自动随之终止解
除； 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
成年人的监护人。因此，张
某有权抚养小孩，除非其自
身情况或者抚养能力发生
较大变化，作为小孩的祖父
母可以提出变更抚养权的
要求。
变更子女抚养权一般
先由双方协商确定，如协商
不成，可通过诉讼请求人民
法院判决变更。法院会从
有利于小孩的身心健康，保
障小孩的合法权益出发，结
合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
条件等具体情况作出裁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