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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期间，物业公司通过银行

转账的方式 ，每月支付小康工资

2600 元，没有为小康缴纳任何社会

保险。

2016 年 6 月 13 日，小康在物业

公司安排下，在为某小区更换地下

水泵房节能灯时，意外摔伤。后经

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小

康为工伤，经某市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鉴定为九级伤残，停工留薪期

10个月。小康先后两次到医院住院

治疗。治疗结束后，他要求物业公

司赔付其医疗费、伙食费、停工留薪

期间工资、护理费、检查费、鉴定费、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

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等合计 204967.04元。

物业公司称，小康于 2016 年 1

月 18日签署了自愿放弃缴纳社保确

认书，证明是小康个人自愿放弃缴

纳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所有社会保

险的。因此，即便缴纳工伤保险是

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但造成工伤

保险未实际缴纳的责任应当由小康

自己承担，至少双方应就该损失根

据各自过错来分担责任。双方各执

一词，就赔偿数额无法达成一致。

辑同志：

我是一名酒店前台工作人员，前几天，有一 14 岁的青少年在提

供了有效的身份证件后，我为他办理了开房。请问，这样做是否违

法？ 读者 罗月

罗月：

根据《旅游业治安管理办法》规定，旅馆接待旅客住宿必须登

记。登记时，应当查验旅客的身份证件，按规定的项目如实登记。

根据你所在地的治安管理实施细则的规定，旅客住宿应当按照要求

填写住宿登记单。未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旅客，应当到旅馆所在地

公安派出所开具相关证明。旅馆应当查验旅客的身份证件，登记有

效身份证件信息，并在登记后两小时内上传至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

系统。由此可见，目前并没有关于未成年人入住酒店的规定，对于

酒店来说，只要对入住的旅客实行了核验身份证件并及时上传系

统，就已完成了法定义务。故你在核对其身份证件后，为未成年人

办理酒店入住手续，并没有违法行为。

员工自愿放弃缴纳保险

受工伤后用人单位不能免责
小康（化名）于2014

年 2月应聘到某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岗位为电

工，双方没有签订劳动

合同，约定工资为 2600

元/月。小康被安排至该

公司服务的某小区负责

电工工作。后来，小康

在物业公司安排下，在

为某小区更换地下水泵

房 节 能 灯 时 ，意 外 摔

伤。针对赔偿数额，双

方没有达成一致，物业

公司拒绝向小康支付任

何费用。

自愿放弃缴纳保险

不但责

我是工伤

应予赔偿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第 33 条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工伤

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职

工不缴纳工伤保险费。”

《工伤保险条例》第 62 条规定：

“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

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

由该用人单位按照规定的工伤保险

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37条规

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

十级伤残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

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劳

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

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有工

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

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

就业补助金。”

《工伤保险条例》第30条：“职工

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

进行治疗，享受工伤医疗待遇；职工

住院治疗工伤的伙食补助费从工伤

保险基金支付。”

《工伤保险条例》第33条：“职工

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

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

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

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生活不能

自理的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间需

要护理的，由所在单位负责。”

因此，职工未缴工伤保险，工伤

由用人单位担责。 文/周斐 郭世杰

■法官说法 未缴工伤保险 职工工伤由用人单位担责

2019 年，小康向某市某区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在法院审理过程

中，物业公司也向该法院提起诉

讼。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将两案

并案审理。

法院经审理查明，小康为物业

公司员工，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

同，物业公司未为小康缴纳社会保

险。物业公司以银行转账的方式

向小康支付工资，双方劳动关系成

立且均无异议。法院对小康提出

的各项诉求中的医疗费、伙食费、

鉴定费、检查费等票据一一查明，

对护理费、停工留薪期间工资、一

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

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等，依据相关规定进行了核算。经

调解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后，法院

依法作出判决：物业公司于判决生

效后 10 日内支付原告各项费用合

计 203737.64元。

双方就工伤赔偿问题发生争

议，2018 年 9 月 12 日，小康向某市

某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

会申请仲裁，请求物业公司支付相

关费用 204967.04 元。该仲裁委于

2018 年 11 月 29 日 作 出 仲 裁 裁 决

书，裁决物业公司于 10 日内一次

性支付申请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23400 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76143.62 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 32632.98 元 、停 工 留 薪 期 工 资

26000 元、检查费 191.3 元、医疗费

37643.74 元、伙食补助费 460 元等

合计 196471.64 元。针对该裁决，

双方均有异议。

小康认为，在他实际住院的 23
天时间里，一直由其父亲护理，用

人单位并未指派专人。护理费应

是 2016 年当地的工资标准，根据

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

折算。物业公司认为，员工个人自

愿放弃缴纳保险，至少双方就该损

失应当根据各自的过错来分担责

任。

小康认为，物业公司违反法律

强制性规定，依仗其优势地位与员

工签订的自愿放弃缴纳社保确认

书，应属无效。小康于 2014 年 2 月

入职，而确认书的签订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18 日。在长达两年时间里，

物业公司并没有为小康缴纳社会

保险，说明物业公司主观上不愿为

小康缴纳社会保险。

■法院审理 物业公司依法应支付各项费用

■仲裁裁决 双方就工伤赔偿问题产生异议

■基本案情 受工伤向用人单位请求赔付遭拒

编辑同志：

我现在居住的房子是婚前丈夫首付买的，房产证是丈夫的名

字。婚后贷款是我俩一起在还，包括日常开销。现在闹离婚，他

父母说这房子是他们家买的，不属于共同财产。请问，他父母的

说法对吗？我该如何争取属于自己的利益？

读者 林小于

林小于：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三）》规定，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

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

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依前

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

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

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婚姻法》第 39 条第 1 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

补偿。由此可知，你公婆的话不符合法律规定，你有权主张依法分

割该房产。

婚前丈夫首付买房
是否属于共同财产

编辑同志：

婚后我跟丈夫的收入都是各自管理和使用，家中日常开销主

要是丈夫支付，但我也会支付部分开销。现在我跟丈夫因为各种

矛盾可能要离婚。请问，我们这种情况，哪些是离婚时需要分割的

共同财产？

读者 周兴欣

周兴欣：

除非有明确的夫妻财产约定，否则夫妻婚后对于各自财产的实

际掌管方式，并不影响对于法律层面上共同财产的认定。

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 17条，以下都属于夫妻共

同财产：（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

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 18条第 3项规定的除外；

（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简单说，婚后夫妻双方的收入原则上都属于共同财产，在离婚时

应当依法分割。

收入各自掌管 离婚如何分割

未成年人持证开房 酒店是否违法违规

以案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