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昌平区司法局

【维权】11专题２０18年 7月 11日·星期三│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 刘红颖│校对 刘芳│E—mail:ldwbwq@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2018年7月5日， 本报以 《乡
村医生取药路上出车祸是否属工
伤？》 为题， 报道了全市首例乡
村医生受损伤后以雇佣关系向村
委会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张赔
偿的案件。

日前， 此案一审已宣判。 北
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认定， 柳树
沟村委会、 不老屯卫生服务中心
与乡村医生曹某均不成立雇佣关
系， 对曹某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
害后果不承担雇主应承担的赔偿
责任。 据此， 法院驳回了原告曹
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回放
2016年12月20日下午， 北京

市密云区不老屯镇柳树沟村乡村
医生曹某驾驶电动自行车与魏某
驾驶的农用三轮车发生交通事
故， 造成电动自行车损坏， 曹某
死亡的后果。

虽然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案件已经审结， 但死者家属
（系本案原告） 曹某某认为 ， 交
通事故是在曹某前往不老屯卫生
服务中心买药时发生的， 系职务

行为， 柳树沟村委会、 不老屯卫
生 服 务 中 心 作 为 雇 主 应 当 对
于 曹 某的死亡负相应的赔偿责
任。 故起诉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
费、 护理费、 丧葬费等共计36万
余元。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柳树沟村
委会、 不老屯卫生服务中心与曹
某是否存在雇佣关系， 以及二者
是否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
任。 对此， 双方在法院庭审时分
别进行了举证、 质证。

经审理， 密云区人民法院太
师屯人民法庭认为， 柳树沟村委
会、 不老屯卫生服务中心与乡村
医生曹某均不成立雇佣关系， 对
曹某遭遇的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
后果不应承担雇主应承担的赔偿
责任。

法官说法
在接受 《劳动午报》 记者采

访时， 本案审判长李金对双方之
间是否成立雇佣关系做出了详细
解释和说明。

李金说， 雇佣关系是指受雇
人利用雇佣人提供的条件， 在雇

佣人的指导、 监督下， 以自身的
技能为雇佣人提供劳动， 并由雇
佣人支付劳动报酬的法律关系。
在这个关系中， 雇佣人为雇主，
受雇人为雇员。

判断雇佣关系是否存在， 应
从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两方面进
行考量。 从形式要件来说， 主要
看双方是否签订了雇佣合同。 从
实质要件上判断， 一是看双方的
权利义务是否为一方提供劳务，
另一方支付报酬； 二是看雇员是
否受雇主的控制、 支配和监督，
即双方是否存在隶属关系。 雇员
受雇主控制是雇佣关系存在的基
础。 在雇佣法律关系中， 雇员仅
是雇主雇佣来完成某项工作的
人 ， 雇员在工作时应听命于雇
主， 服从雇主的监督指导。

本案中， 乡村医生曹某与柳
树沟村委会签订了 《聘任协议》，
并约定了曹某需要承担的大量职
责， 但约定的柳树沟村委会的职
责仅为 “协助所辖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对乙方 （曹某） 进行考核”。
依照该 《协议书》， 柳树沟村委
会 无 权 对 曹 某 的 具 体 工 作 进

行 严 格的管理和控制 ， 亦不用
为曹某的劳动支付报酬， 故曹某
与柳树沟村委会之间并不构成雇
佣关系。

而不老屯卫生服务中心对其
管辖区域内乡村医生的工作进行
统一管理、 考核与监督， 该管理
行为并非基于双方雇佣关系的存
在， 而是在执行政府出于对乡村
医生职业水平管理和药品渠道来
源控制等所采取的行政措施。 至
于曹某每个月领到了1600元钱 ，
经查实为 “资金补助”， 是对乡
村医生承担的村级公共卫生工作
等职能的补贴， 而非针对曹某的
工作发放的劳动报酬。 综上， 不
老屯卫生服务中心与曹某之间并
不构成雇佣关系。

最终， 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 〉 的解
释》 第九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 第二条之规定 ， 原告曹某
某证据 不 足以支持其主张的雇
佣关系， 故密云区人民法院太师
屯人民法庭驳回原告曹某某全部
诉讼请求。

法院认定双方间雇佣关系不成立 案情介绍：
2017年， 百善镇居民贾

某在某培训机构为孩子报名
参加了英语辅导班， 孩子对
授课的陈老师十分满意。 今
年， 贾某再次选择了标明由
陈老师授课的某一课程， 并
缴纳了课费。 谁知刚开课不
到一个月， 孩子反映说换了
新老师， 不适应， 不想学习
了。 据了解是因陈老师突然
辞职 ， 该机构才更换了老
师。 贾某要求退还剩余培训
费， 培训机构不同意， 于是
双方来到百善镇法律援助工
作站进行咨询。

法律分析：
根据 《合同法 》 第107

条及 《民法通则 》 第111条
的规定，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
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
不符合约定的， 应当承担继
续履行 、 采取补救措施或
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另
一方有权要求履行或者采取
补救措施， 并有权要求赔偿
损失。

贾某与该机构签订合同
是基于对陈老师的一种信
赖， 且陈老师授课是双方合
同约定的内容之一， 具有特
定的人身属性， 不能随意替
代或更改。 因陈老师的辞职
造成该培训机构履约不能，
导致贾某的孩子无法继续享
受陈老师提供的教育服务，
可视为培训机构违反了合同
约定， 该机构承担违约责任
的种类包括继续履行、 采取
补救措施、 停止违约行为、
赔偿损失等。

陈老师辞职后， 培训机
构应当及时与贾某及其他家
长进行沟通， 确定是否继续
履行合同， 而不应当直接更
换老师。 同时， 鉴于培训机
构并非刻意违约， 而是履约
不能， 工作人员希望贾某能
给予培训机构一定的理解，
双方友好协商。

经过工作人员的一番解
释， 培训机构对此事有了正
确的认识， 表示如果贾某不
愿意继续上课或更改其他课
程， 可以按照课时完成情况
将剩余学费退回 。 经过思
考， 贾某选择退费， 不考虑
其他课程 ， 不要求对方赔
偿， 双方再无其他争执。

工作站提示：
给孩子报名参加培训课

程时要对培训机构资质、 培
训师资、 课程效果和时长等
进行审查， 应当签订培训合
同， 索要相关票据， 留存书
面证据， 要注意对商家合同
中格式条款的阅读， 还可事
先与商家就退课退费等事宜
做出书面材料说明， 尽力避
免此类纠纷的发生。

培训机构擅自更换老师，
我可以要求退款吗？

7月9日上午， 因深陷各种校
园贷款无力偿还而偷盗养母七万
元卖房款的女大学生李某， 因被
指控构成盗窃罪， 在密云法院接
受审理。

据了解， 家住北京市密云区
的杜女士是在2017年8月发现自
己银行卡内的卖房款累计少了7
万元的。 报警后经查询， 发现自
2017年7月23日至2017年8月15日
间， 其银行卡分别于某几日的凌
晨2点至4点， 分7笔被盗刷共计7
万元。 这些钱被转账到了一个名
为 “十八岁” 的微信账号中， 而
该微信账号的注册手机号竟为其
收养的小女儿李某。

根据李某供述， 她在南京上
学期间， 有次因喝多了酒被送到
医院洗胃 ， 其同学帮她垫付了
2000余元费用。 为了还钱， 她从
一个叫 “名校贷 ” 的校园贷款
APP上贷款还债。

此后， 为了还 “名校贷” 的
本息， 她又注册了若干其他高息
校园贷款APP进行贷款， 然后拆
东墙补西墙。 与此同时， 她还从
同学朋友处借钱用于还款和高额
消费。

就这样， 她的欠款数额越来
越大，追债的人也越来越多，部分
追债人已经威胁到她的人身安
全，扬言要到她北京的家中索债。

因为没有经济来源， 又害怕
事情败露， 李某便产生了盗窃养
母存款的念头。 而她盗刷的7万
余元在案发时已经被其用于购买
化妆品、 衣服、 鞋和出游机票等
日常吃饭、 娱乐消费挥霍一空。

据悉， 杜女士发现行窃人是
养女李某后， 曾对其进行劝导教

育， 要求公安机关撤案。 但是，
过了一段时间后李某出尔反尔，
谎话连篇不思悔改。

开庭前，记者曾采访杜女士，
谈到女儿所涉及的各类贷款，她
泪流满面。“真的没有想到孩子能
欠下这么多钱， 我实在无力偿还
了。 ”杜女士表示，在今年1月以
前，她已经先后帮李某偿还了6万
多元贷款。此后，在各路索债人的
威胁和骚扰下，杜女士不堪重负，
已于今年1月经法院调解解除了
与李某的收养关系。

庭审中， 检察机关认为， 李
某盗窃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经触
犯刑法 ， 以盗窃罪对其提起公
诉。 由于小李具有自首情节， 在
收养关系存续期间盗窃养母的财
务属于偷拿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
财务， 建议对其从宽处理。

李某表示， 她已经认识到了
自己的错误， 希望能够得到母亲
的原谅。 在法官宣读杜女士的谅
解书时， 年仅20岁的李某在法庭
上失声痛哭 ， 嘴里不停念叨 ：
“我要找妈妈……”

法庭没有当庭宣判。 庭审结
束后，母女相见时二人哭成一片。

在记者采访中， 密云区人民
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杜娟以本案
为契机， 提醒所有的大学生和即
将走入大学生活的学生们， 在今
后的学习生活中 ， 应以学业为
重， 理性消费， 在遇到类似校园
高息贷款的事件， 应及时与学校
老师或家长沟通解决， 千万不能
做出危害社会， 危害他人的违法
行为。

该案将择日宣判， 本报记者
将继续给予关注。

女大学生无力偿还校园贷
盗窃养母七万卖房款受审

□本报记者 王路曼

乡村医生受损伤后以雇佣关系向村委会及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索赔案后续报道———

编辑同志：
我是一家公司的学徒工。

为了学到更多、 更好的技术，
我常常利用自己师傅工作休息
的间隙， 主动 “串岗” 去其他
师傅处帮忙， 借机 “偷艺”。

四个月前 ， 我再次 “串
岗 ” 时 ， 该师傅让我操作机
台。 不曾想， 因我操作失误，
导致自己左手严重割伤。

我要求工伤保险部门给予
工伤待遇时， 被告知公司并未
为我办理工伤保险。 而公司认
为我只是学徒工， 其无需为我
办理工伤保险， 且我未经批准
“串岗”， 并非因为本职工作，
伤害也非发生在我自己的工作
场所， 不构成工伤。

请问： 公司的说法对吗？
读者： 方冬萍

方冬萍读者：
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
一方面， 学徒工也属于工

伤保险的主体。
《工伤保险条例》 第二条

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的企业 、 事业单位 、 社会团
体 、 民办非企业单位 、 基金
会、 律师事务所 、 会计师事
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
工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
加工伤保险， 为本单位全部职
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其中所指的 “职工或者雇工”
是指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
的劳动者， 即只要有劳动关系
的存在， 用人单位就必须为劳
动者办理工伤保险。 而劳动关
系的建立， 始于用人单位对劳
动者的用工。 故虽然你属于学

徒， 但因为公司已经对你实际
用工， 意味着彼此之间已经建
立劳动关系， 公司不能借口你
系学徒工， 而免除为你办理工
伤保险的法定义务。

另一方面， 你的情形同样
构成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
条规定：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
一 的 ， 应 当 认 定 为 工 伤 ：
（一 ）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
所 内 ， 因 工 作 原 因 受 到 事
故 伤 害的……” 鉴于你所受
伤害发生在工作时间， 也就意
味着你究竟是否构成工伤 ，
关键在于是否符合 “工作场
所” 和 “工作原因” 之要件，
只要符合这些要件， 自然就构
成工伤。

而你的情况是符合上述要
件的。 因为你之所以 “串岗”
是为了学到更多 、 更好的技
术， 你常常利用自己师傅工作
休息的间隙 ， 而且具有 “帮
忙” 的因素， 更何况你操作机
台是应另一师傅的要求， 即所
活动的区域并没有超出公司生
产场所的范围， 且与工作有着
密切关联。

再者 ， 公司必须为你的
伤担责。

《工伤保险条例》 第六十
二条第二款规定： “依照本条
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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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
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由于
公司没有为你办理工伤保险，
所以， 公司必须依据该规定承
担相应的责任。 颜东岳 法官

学徒工主动串岗学习
发生伤害亦属于工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