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3.14

法苑服务

青
海

责编／郭峰

主任／李磊

投稿邮箱：qinghfzb＠126.com

7

值班时回家就餐病亡“视同工伤”
案情
马某系某股份有限公司机修车间
职工，机修车间每天安排两名人员在值
班室值班，负责车间的机械维修。公司
对值班人员在值班期间的就餐地点未
作明确规定。马某在值班期间从单位
回家吃午饭，突发疾病被送至医院抢
救，经抢救无效于当天晚上死亡。马某
死亡后，马某家属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县人社
局受理后，作出了工伤认定决定书，认
为马某在值班时间内突发疾病经抢救
无效死亡，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
定为工亡。公司不服，向市人社局申请
行政复议。市人社局作出了行政复议
决定书，维持了县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
定决定书。随后，公司又将县人社局与
市人社局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撤销被告
县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和被
告市人社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并
判令被告重新作出认定。
法院一审宣判后，公司不服提起上
诉，后在二审中撤回上诉，该案一审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本案中，马某是在值班时间回家就
餐时突发疾病身亡。是否属于工亡，其
主要争议焦点在于马某突发疾病在 48
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是否发
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15 条第1 项规
定：
“职工有下列情况之一的，
视同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
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
亡。”从“视同工伤”的几个要件看，本案
似乎并不构成典型意义上的
“视同工伤”
情形。但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基本
原则考量，本案作为特定情形下发生的
事件，
可
“视同工伤”
。
首先，马某符合在“工作时间”这一
要件。虽然事发时，马某并不在企业

权益维护

诈骗人被抓何时能退赃款
编辑同志：
社区很多老人被诈骗
公司骗了很多血汗钱，诈
骗公司已经被查封，公司
法定代表人也被抓了，案
子已经过去了两年多，请
问，为什么还没有退钱给
受骗老人呢？ 读者 李婷
李婷：
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
东涉嫌的集资诈骗或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罪，属于刑
事犯罪，这类案子一般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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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但由于该公司对值班人员轮换就餐
并无明确规定，而马某午间就餐是劳动
者必要的、合理的生理需求行为，与劳
动者的正常工作密不可分。马某的就
餐行为发生在值班时间内，突发疾病时
间也在工作时间内。故本案属于在“工
作时间”内。
其次，马某符合在“工作岗位”这一
要件。从一般意义上理解，职工在家就
餐不属于工作场所。本案中，马某回家
的就餐行为发生在工作时间内，且在企
业对就餐地点无禁止性规定情形下发
生，就餐行为实为工作的合理延伸。从
本案实际情况来看，该公司机修车间每
天安排两名人员值班，马某与另一值班
人员轮换就餐一般不会影响到工作，加
之马某居住地与工作地距离仅 1 公里，
回家就餐并不会过多增加就餐时间，马
某回家就餐是生理需求，其目的在于以
更好的身体条件和状态投入工作之中，

至于其回家就餐是否妥当，属于企业下
一步规范管理的范畴，不宜作为排除工
伤认定的理由。如果企业有证据证明马
某系提前离岗且明确表示在值班时间内
不会再回到厂内继续工作，
则另当别论。
仅因职工突发疾病地点的不同，就排除
对职工主要权益的保护，
显然失去公平，
与保护职工权益的立法精神相悖。
第三，马某符合“突发疾病死亡或
者在 48 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这一
要件。马某当天 13 时 30 分突发疾病被
送至县医院抢救，23 时 40 分因抢救无
效死亡，属于在 48 小时之内抢救无效
死亡情形。
综上所述，法院从保护职工合法权
益的立法精神出发，认定本案“视同工
伤”
符合法律精神和公平原则。
文/马黎

法律讲堂

及的受害人多，呈现多地
域作案等特点，所以一般
侦查时间较长，犯罪嫌疑
人被抓，并不一定代表这
个案子结案了。作为受害
人只有在报案后，关注该
案的进度，一旦案子结束，
可以要求司法机关对收缴
的赃物、赃款进行退赔，如
果赃物、赃款价值无法覆
盖受害人全部的损失，将
会按受害人损失比例退
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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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不交房租先催再起诉
编辑同志：
我家里有一栋房子出
租给某企业做仓库，租赁
方没有及时支付房屋租
金，现在仓库里的物资也
未搬出。请问，作为出租
方，
应该怎么办？
读者 马军
马军：
作为出租方，首先可
以对租赁方进行催告，并

给予租赁方必要的时间要
求其把拖欠的房租交纳完
毕。如果在相应的时间
内，租赁方还是没有交纳
房 租 ，也 不 搬 出 房 屋 ；那
么，出租方可以向租赁物
所在地的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和租赁方解除房屋租
赁合同、交清相应的房屋
租金和违约金，并要求其
把房屋腾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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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房屋被拆迁后如何维权
案情
刘某与房东李某签订了
租期为 3 年的房屋租赁合
同。后因房屋拆迁，刘某找
到李某协商租房后续事宜。
房屋被拆后刘某不知道去哪
儿住，于是要求李某继续履
行房屋租赁合同，为其和家
人安置。李某认为房屋拆迁
属于政府行为，现在房屋要
被拆，双方的租赁合同也应
该终止。协商无果，刘某来
到当地法律援助工作站进行
咨询，房屋拆迁后，原有租赁
合同是否还有效力？刘某是
否能够要求李某继续履行租
赁合同或者给予赔偿？
说法
（一）租 赁 房 屋 被 拆 迁
后，原有的租赁合同是否还
有效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第 229 条规定：租赁
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
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
力。也就是说无论采取什么
方式引起房屋所有权发生变
动，均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
力。所以，拆迁人或者征收
人通过补偿方式获得租赁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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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的所有权并不影响租赁合
同的效力。因此，李某的房
屋拆迁后，李某与刘某签订
的房屋租赁合同仍然有效，
双方的房屋租赁关系仍然存
在。
（二）租 赁 房 屋 被 拆 迁
后，房屋出租方是否应该继
续履行租赁合同？
本案中，刘某和李某没
有解除租赁关系，李某在得
到相应的补偿金后，也没有
对刘某进行安置，这显然是

一种违法行为。如果刘某与
李某对解除该房屋的租赁关
系达不成协议时，由拆迁人
出面为李某调换房屋。调换
后的房屋继续由刘某承租，
双方之间的原有租赁合同继
续有效，所以李某说的拆迁
是政府行为，以拆迁为理由
直接终止租赁合同是没有法
律依据的。
（三）房屋出租方不能或
者不愿继续履行合同，承租
人是否可以获得赔偿？

拆迁、征收不同于买卖、
转让等物权变动行为，而是
通过补偿的方式达到拆除、
征收房屋的目的，租赁合同
的继续履行不利于拆迁、征
收工作的进行，且承租人的
使用权的确因拆迁、征收受
到了影响，为保障拆迁、征收
工作的顺利进行及保障承租
人 利 益 ，应 给 予 承 租 人 补
偿。本案中，刘某以前所租
住的房屋被拆除后，刘某可
以住在提供给房东李某的补
偿安置房内。如果补偿安置
的房屋与以前的房屋条件存
在差异，双方之间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调整租金。如果与
原有用途不符或者李某不愿
意或不能继续履行合同，刘
某可以解除租赁合同，并要
求李某给予适当补偿。
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
见：李某愿意另外租赁一处
房屋，给刘某及家人住，此房
屋的租金由李某支付。刘某
表示会尽快搬离被拆迁的房
屋。
文/贾启华

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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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成了老板应当如何纠正
编辑同志：
别人用我的身份证去
注册了一家公司，我完全
不知情也没有授权，工商
部门在我没到场的情况下
就给他注册了。请问，我
现在希望纠正这个错误，
应当通过什么途径？如果
公司欠下债务，或者需要

承担什么责任，是否会牵
连到我？我该如何撇清责
任？
读者 冯尧
冯尧：
你应及时去工商部门
要求变更公司登记，至于
公司的债务，依法应由公
司或出资股东承担，一般
不会涉及你个人的责任。

债权债务

借钱无力偿还是否会担刑责
编辑同志：
我做生意时跟朋友借
了钱，后来生意亏本，钱也
就还不出来了，
因此对方起
诉我。法院判决我还钱，
可
我确实没钱可还。现在他
们威胁说要走刑事途径，
告
我诈骗，
让我坐牢。还说法
院判我还钱我不还，
已经构
成拒不执行判决罪。请问，
我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吗？
读者 杨华宇
杨华宇：
根据刑法的有关规
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

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
或者隐匿真相，骗取对方
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
行为。因此，如果对方要
走刑事途径，须有证据证
明在签订合同时你有虚构
事实骗取他人财物的情
节，同时又有非法占有这
些财物的目的。一般借贷
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
即使不还钱也不会涉及刑
事犯罪问题。
此外，刑法中还有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这一罪
名，但前提是有能力执行
却不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