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工亡亡赔赔偿偿金金

昌平区司法局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基本案情
买新车本来是一件高兴的

事， 可令王女士没想到的是， 她
刚提回来的新车还没上牌就被砸
坏。 更令人气愤的是， 她投保的
保险公司居然不予赔付。 无奈，
她将保险公司告到法院。

王女士说， 她购置梅赛德斯
奔驰轿车时， 经4S店工作人员介
绍购买了机动车辆保险， 保险期
间为 2018年 10月 20日 0时 起 至
2019年10月19日24时止。 承保险
种包括： 机动车损失保险、 盗抢
险、 第三者责任保险、 车上人员
责任险 （包括司机和乘客）、 车
身划痕损失险、 玻璃单独破碎险
（进口）、 发动机涉水损失险和各
险种对应不计免赔险等。

2018年10月30日， 王女士回
家后将车停放在自家小区内、 自
己的停车位上过夜。 次日早晨，
她发现车身前部及顶部受到损
害， 在当场报警的同时向保险公

司报险。 因保险公司口头告知不
予赔付， 她自行联系修理厂维修
并花费41500.01元。

2018年12月1日 ， 保险公司
以王女士报案事故依照法律规定
及保险合同约定不属于保险责任
赔偿范围为由， 向其邮寄了 《拒
赔/拒付通知书》。 因协商不成 ，
王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保
险公司支付车损修理费。

3月8日， 法院审结本案。 在
法院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保 险 公 司 支 付 王 女 士 保 险 金
29500元。

律师说法
对于本案产生纠纷的原因，

接受记者采访的北京致诚律师事
务所李柯律师说， 这是由于保险
公司故意曲解保险责任范围及刑
事、 民事案件处理程序造成的。
正如保险公司在诉讼中的主张，
辩称王女士车辆受损系人为损
坏， 不属于保险条款中明确列举

的保险人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范
围， 因此不同意赔偿。 同时， 由
于该损坏系遭受他人故意损坏，
在王女士报警后公安部门尚未有
结论， 按照 “先刑后民” 原则，
保险公司有权不给予保险赔偿。

李律师认为， 从本质上看，
涉 案 车 辆 车 身 前 部 及 顶 部 等
多 处 受损 ， 显然属于被保险机
动车与外界固态物体之间发生
的 、 产生撞击后导致的车辆损
坏， 且该损坏是非车主本意的、
突发不可预见的， 符合车辆损失
险保险责任中的 “碰撞 ” 的含
义， 属于车损险的赔偿范围。 还
好， 法院对保险公司提出的人为
损坏不属于保险赔偿责任的意
见， 也予以否认。

再者， 该事故虽然已经刑事
立案， 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
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
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 》 精
神， 本案的审理不适用 “先刑后
民” 原则， 因此， 刑事部分的处

理不影响本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件的审理。

此外， 王女士已投保不计免
赔的机动车损失险。 根据保险条
款约定， 在保险期内， 被保险车
辆因碰撞、 倾覆、 火灾等原因造
成损失的， 保险人应负责赔偿。
如因战争 、 军事冲突 、 恐怖活
动、 暴乱、 行政行为、 司法行为
及被保险人或驾驶人故意导致事
故发生等造成的人身伤亡和财产
损失 ， 保险公司可以免责 。 但
是， 该责任免除条款没有明确载
明保险车辆被打砸属于保险人可
以免除责任的情形。 因此， 保险
公司不能免责。

由于车辆被砸非因王女士故
意或过失造成， 而是出于不能抗
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引起， 所
以， 在保险公司在不能举证证实
王女士存在过错的情况下， 其拒
绝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 这也是
其由拒赔到不得不接受赔偿的主
要原因。

新车被砸非车主责任 保险公司拒赔输官司

法律分析
针对曹先生读者的疑问， 接

受采访的律师的观点是他不用从
小曹的赔偿款中拿出钱来还账。
其原因如下：

曹先生作为小曹的直系亲
属， 其是否应当拿出5万元来还
小曹生前的债务， 首先明确该笔
赔偿金的性质， 即这些钱是否属
于死者小曹的遗产？

《工伤保险条例》 第39条规
定， 职工因工死亡， 其近亲属可
按照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
葬补助金、 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
次性工亡补助金。 很显然， 曹先
生领取的35万元赔款属于上述项
目， 即俗称的工亡赔偿金或工亡

保险金。
而工亡赔偿金与遗产属于不

同 的 范 畴 ， 二 者 的 性 质 截 然
不同。

什么是遗产 ， 按照 《继承
法》 第3条规定， 遗产是公民死
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它包
括7项内容， 即： （1） 公民的收
入； （2） 公民的房屋、 储蓄和
生活用品 ； （3） 公民的林木 、
牲畜和家禽； （4） 公民的文物、
图书资料； （5） 法律允许公民
所有的生产资料； （6） 公民的
著作权、 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
（7） 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

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
遗产是公民生前合法取得并在其
死亡时已经实际存在的财产， 它

产生于公民死亡之前。 而工亡赔
偿金与此迥然不同。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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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条的规定，
工亡赔偿金是基于公民人身受到
侵害而对其近亲属所支付的赔
偿， 是对死者近亲属的精神与物
质补偿， 获得工亡赔偿金的权利
人是死者近亲属， 而非死者。 因
此， 在分割工亡赔偿金时应优先
照顾被扶养人的利益， 剩余部分
应根据与死者的亲疏远近、 与死
者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及生活来
源等因素进行适当分割。

由于工亡赔偿金是在受害人
死亡后才产生的， 并非公民生前
的财产， 也不是给予死者的， 因

此不属于遗产的性质。
综上， 虽然 《继承法》 第33

条规定： “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
继 承 人 依 法 应 当 缴 纳 的 税 款
和 债 务 ， 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
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 超过
遗产实际价值部分， 继承人自愿
偿还的不在此限。 继承人放弃继
承的， 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
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
任。” 但是， 由于工亡赔偿金不
是小曹的遗产， 故曹先生有权拒
绝杨某提出的从中拿出5万元还
债的要求。 而杨某的合法债权，
只能从小曹的遗产中合理受偿，
不应要求曹先生从工亡赔偿金中
支付。

潘家永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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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近日， 我所在公司临时召集

全体员工开会。 虽然主持人会前
说过不准打瞌睡， 但由于我恰逢
上夜班、 白班连班， 实在疲劳，
一 不 留 神 还 是 睡 着 了 。 公 司
就 因 这个过错 ， 依据其单方制
定 《员工违规处理办法》， 以我
严重违规为由， 决定解除与我的
劳动合同。

请问： 公司的做法对吗？
读者： 邱婷婷

邱婷婷读者：
公司的做法错误 ， 你是否

“严重违规” 不能完全由公司说
了算。

虽然 《劳动合同法》 第39条
第 （2） 项规定， 劳动者 “严重
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但
现行法律法规没有对什么属于
“严重 ” 作出界定 。 究竟何谓
“严重” 不能任由用人单位 “自
由裁量 ” 。 也就是说 ， 在认定
“严重违规” 时应当考虑以下因
素：

一方面， “严重违规” 的确
定程序要合法。

《劳动合同法》 第4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
劳动规章制度， 保障劳动者享有
劳动权利、 履行劳动义务 。 用
人单位在制定、 修改或者决定有
关劳动报酬、 工作时间、 休息休
假、 劳动安全卫生、 保险福利、
职工培训、 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
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
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
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
工讨论， 提出方案和意见， 与工
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第19条也指出： “用人单
位根据 《劳动法》 第4条之规定，
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
不违反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及政
策规定， 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
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
案件的依据。”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 只有
通过对应民主程序制定并公示的
事关 “严重违规”， 才可以作为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

另一方面， “严重违规” 的
内容应合法。 即所谓的 “严重违
规” 不得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
也不得与国家政策规定相冲突。

此外， 违规员工必须存在故
意或重大过失并造成严重后果，
即一般的违规或只造成轻微影响
的行为， 并不能成为用人单位单
方解除劳动合同的适用前提。

上述内容主要包括： 违反劳
动纪律 ， 经常迟到 、 早退 、 旷
工， 消极怠工， 没有完成生产任
务或者工作任务的； 无正当理由
不服从工作分配和调动、 指挥，
或者无理取闹， 聚众闹事， 打架
斗殴， 影响生产秩序、 工作秩序
和社会秩序的； 玩忽职守， 违反
技术操作规程和安全规程， 或者
违章指挥 ， 造成事故 ， 导致生
命、 财产损失的； 严重失职， 营
私舞弊， 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
害的； 构成犯罪的， 等等。

结合本案， 由于公司制订的
《员工违规处理办法》 是其单方
制定的， 存在程序违法， 你打瞌
睡又事出有因， 在你不存在故意
或重大过失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的情况下， 公司无权将你解聘，
况且其解聘依据因程序违法根本
不能成立。

廖春梅 法官

以“严重违规”解聘员工
“严重”与否谁说了算？

未休带薪年休假 是否可以要求单位补偿？
案情介绍：

张某于2016年12月26日入职
一家物业公司任物业管理员，双
方签订了2年的劳动合同。劳动合
同到期后， 物业公司因岗位调整
未与张某续签劳动合同， 并向张
某支付了2个月的工资作为终止
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张某向公
司提出， 其一直未休过带薪年休
假， 应按照其未休年休假天数向
其支付3倍工资作为补偿。但物业
公司认为， 张某工作期间从未提
出过休带薪年休假， 且物业公司

的规章制度规定带薪年休假跨年
不休即作废， 故不同意支付未休
带薪年休假的补偿。 因双方未能
就此达成一致， 张某特来天通苑
南法律援助工作站进行咨询，未
休带薪年休假 是否可以要求单
位补偿？

法律分析：
按照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
办法》的相关规定，劳动者连续工
作1年以上的，即可享受带薪年休
假。 张某在物业公司连续工作两

年， 已经具备带薪年休假的法定
条件。 如张某为了完成每月的业
务量且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的，
物业公司可只支付正常出勤期间
的工资， 而无需另外支付未休年
休假的补偿。用人单位因生产、工
作特点确有必要跨年度安排职工
年休假的， 可以跨1个年度安排，
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享受年
休假。 对于劳动者应休但未休年
休假天数， 用人单位应按照劳动
者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未休
年休假工资报酬， 其中包含用人
单位支付劳动者正常工作期间的

工资收入。也就是说，公司还需再
支付张某未休带薪年休假天数2
倍的工资作为补偿。

最终，工作站给张某的建议：
在劳动诉讼时效内可以向仲裁委
提出仲裁申请， 用法律来维护自
己的权益。

工工亡亡赔赔偿偿金金
可可否否用用于于偿偿还还死死者者债债务务？？

近日， 读者曹先生向本报咨询说， 他儿子小曹是一家机电公司的普通员工，
收入很一般， 虽然已经快40岁了， 还一直没成家。 1年前， 小曹想跟他人合伙做小
生意， 遂向同事杨某借款5万元。 由于生意亏本， 借款期满后， 小曹无力偿还。

曹先生说， 2018年10月， 小曹在工作时发生工伤事故并死亡。 小曹死亡后，
他从社保部门领取了35万元的赔偿款。

“我拿到这笔赔偿金后， 杨某找上门说这笔钱是小曹的遗产， 要我从中拿出5
万元来还他。” 曹先生说， 他现在急于知道自己是否应当从该笔赔偿金中拿出5万
元钱偿还小曹生前所欠的债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