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在一家物流公司从事
驾驶员工作的小韩向本报咨询
说 ， 他在公司整整工作了3年 ，
双方之间虽然签订有劳动合同但
没有缴纳社保。 2019年12月初 ，
他在工作中不慎弄伤左腿 、 左
脚， 已经构成一定等级伤残。 可
是 ， 公司不愿为他申请工伤认
定 ， 理由是他没有参加工伤保
险， 不能享受工伤待遇。

小韩说 ， 他是外地农村户
口， 在老家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 在办理入职手续时， 公司
人事经理问他参不参加社保， 如
果参加社保每月要从其工资里扣
钱， 会影响其个人收入。 相反，
如果不参加社保， 公司还可多给
他发一部分工资。

“考虑到将来还要回老家养
老， 家里也有医疗保险， 我就选
择了不缴社保， 并给公司写了书
面个人保证。” 小韩说， 出事后
听说自己可以申请工伤认定， 可
以享受相应的工伤待遇， 出院后
他就找公司协商。

对于公司的答复， 小韩将信
将疑。 他想知道自己是否属于工
伤， 从政策法规上看， 能否享受

工伤待遇？

法律分析：
就小韩遇到的问题， 接受记

者采访的北京市中迈律师事务所
陈君玉律师说 ， 《工伤保险条
例》 第14条规定， 职工在工作时
间、 工作场所， 因工作原因受到
事故伤害， 应当认定为工伤。 从
小韩讲述的情况看， 他在工作时
弄伤了左腿左脚， 这种情形符合
工伤认定的条件。

按照 《工伤保险条例》 第17
条规定， 职工发生事故伤害后，
其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
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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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人单位未按该条款
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工伤职
工或者其近亲属、 工会组织在事
故伤害发生之日起1年内， 可以
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
申请。

由此来看， 在公司拒绝为小
韩申请工伤认定的情况下， 小韩
可以自行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
出工伤认定申请。

陈律师说， 公司之所以不愿
为小韩申请工伤认定， 主要原因
是不想向小韩支付工伤待遇， 其
中包括医药费、 停工留薪期工资
以及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费用
等。 按理说这些费用均应从工伤
保险基金支付， 可是， 由于小韩
没有参加社会保险， 这些费用依
法应由公司来支付。

在这里， 小韩心虚的地方是
自己没有缴纳社会保险， 认为自
己是自觉自愿不参加社会保险，
因此， 不好意思向公司主张自己
的合法权益。 事实上， 《社会保
险法》 第10条、 第23条、 第33条
明确规定， 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
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
险， 相关费用由用人单位和职工
共同缴纳， 但职工不缴纳工伤保
险费。 此外， 本法第95条更加明
确地规定： 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
依照本法规定参加社会保险。 由

此来看， 造成小韩未参加社会保
险 的 主 要 责 任 是 公 司 ， 而 非
他本人。

本案中， 尽管小韩本人自愿
选择不缴纳社会保险， 但是， 上
述法律强行性规定职工要参加工
伤保险， 用人单位承担缴纳工伤
保险费的义务， 因此， 职工单方
同意， 或职工与用人单位协商一
致并不能排除用人单位的法律责
任。 况且， 认定工伤并不以用人
单位是否缴纳工伤保险费为前
提， 只要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就可以申请认定工伤， 小韩不必
过于担心自己曾经给公司写过什
么保证。

陈律师说， 《社会保险法》
及 《工伤保险条例 》 的立法宗
旨， 是保障公民在工伤情况下依
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
权利， 用人单位不缴纳或者不足
额缴纳社会保险的行为均为法律
所禁止。

本案中， 如果小韩被认定为
工伤 ， 其所在公司就应当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第62条第2款规
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向
小韩支付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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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盛盛丽丽

疫疫情情期期间间
警警惕惕三三大大保保险险误误区区

□本报记者 赵新政员工主动放弃社保 也能申请工伤认定

■法律问答

疫情期间， 消费者购买保险
应注意些什么？ 近日， 北京银保
监局提醒消费者注意常见的三大
保险误区。

误区一：
一确诊即可全额赔付

保险产品的赔付与其保险责
任相挂钩， 不同的保险产品赔付
条件、 赔付金额都不尽相同。 如
果消费者购买了意外险， 除个别
保险公司将意外险保障范围扩展
至新冠肺炎病毒外， 普通的意外
险是不予赔付的； 如果购买了寿
险， 保险公司仅理赔具有身故责
任的产品； 如果购买了重疾险，
保险公司通常对保险责任包含新
冠肺炎、 新冠肺炎并发症， 及身
故责任的保险产品进行赔付； 如
果购买了医疗险， 保险公司通常
仅对无法通过社保报销的部分如
自费药 、 “特效药 ” 等进行赔
付。 所以， “一确诊即可全额赔
付” 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误区二：
及时 “退保” 止损失

不少“代理退保”的“黑产团
伙”利用疫情渲染气氛，对保险公
司及其保险产品进行诋毁， 告知
投保人继续持有原保险产品将蒙
受巨大经济损失， 怂恿投保人退
保甚至“退旧保新”。 但是一旦投
保人退保，不仅需要支付“代理退
保”机构的“服务费”、承担退保损
失，还会面临丧失保险保障、再次

投保困难等困境。所以，“退保”无
法止损，办理退保要谨慎。

误区三：
“疫情期间捐赠保险” 不可信

保险公司在此次疫情中推出
的捐赠保险是响应中国银保监会
落实保险机构社会责任的具体举
措， 消费者可以正常申请， 捐赠
保险合同合法有效。 出险后被保
险人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
赔， 但是该保险在保障时间、 保
障额度等方面有一定限制， 投保
时应留意。 所以， “疫情期间捐
赠保险” 是可信可申请的。

北京银保监局提示：
购买保险须谨慎

对于假借疫情渲染炒作、 诱
导投保人 “退旧保新”、 宣传一
经承保全部理赔等各项夸大宣
传、 不实宣传， 消费者一定要擦
亮双眼， 密切关注监管部门发布
的通知和风险提示， 一定要充分
阅读保险合同条款， 了解保险责

任、 免责范围、 退保损失等， 充
分保障自己权益。

根据需求买保险

疫情期间， 多家保险公司响
应监管部门的号召， 支持疫情防
控阻击战， 履行社会责任， 将公
司部分险种如重疾险、 医疗险等
扩展至包含新冠肺炎导致的身
故、 伤残和重疾。 通常保额为几
万至几十万不等， 保险期限为几
天至几十天不等， 消费者可以根
据自身需求进行购买。

正确维权减损失

投保人对疫情期间的承保 、
理赔、 退保或其他服务等产生疑
问的， 可以直接通过保险公司官
网、 客服热线等渠道进行咨询；
如因保险合同或服务产生纠纷
的， 可以直接向保险机构进行投
诉； 如发现保险机构有违法违规
行为的， 应由保险消费者本人或
其授权委托人向监管部门提出举
报并提供相应证据。

随着天气逐渐回暖， 春意
渐浓， 花开杨柳绿。 尽管疫情
期间大家尽量减少出门， 但是
仍有一部分人已经出现眼红 、
眼痒、 灼热感、 分泌物增多等
眼部过敏症状， 在特殊时期我
们如何应对呢？ 北京市隆福医
院眼科主治医师李琦给大家介
绍如何预防过敏性结膜炎。

确定过敏原很关键

首先来了解一下让我们不
幸中招的罪魁祸首———过敏
原： 当眼睛表面的结膜与空气
中的某种致敏物质接触后， 就
可产生过敏反应， 这些诱发过
敏反应的抗原物质就是过敏
原。 当过敏原进入眼睛后， 产
生红、 肿、 痒的症状。

常见的过敏原主要有花
粉 、草粉 、尘螨 、霉菌 、动物毛
皮、羽毛等。由于个体体质差异
很大， 不同的人过敏原也不尽
相同，可到医院确定过敏原。

而突发眼痒、 眼红肿、 流
泪及眼分泌物增多， 这些症状
的产生就是因为过敏原进入眼
睛后， 与结膜中的肥大细胞结
合， 会生成一些叫 “组胺” 的
分子， 由于组胺的存在眼睛会
巨痒难忍， 从而导致过敏性结
膜炎。

5类眼部常见过敏性疾病

季节过敏性结膜炎： 到了
一定的季节， 接触相关的过敏
原就会发生过敏反应， 比如春
天是植物发芽、 传播花粉的时
节， 易导致过敏。

常年性结膜炎： 常年性结
膜炎与接触尘螨， 动物的毛屑
等有关， 因为这些过敏原一年

四季都存在， 如果不加注意，
不分季节， 不分时间都有可能
因接触而发生过敏反应。

春季角结膜炎： 多见于青
少年 ， 常在春夏季发生或加
重， 春季卡他性结膜炎是一种
比较严重的过敏性结膜炎， 如
果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或者处
理不得当， 会造成眼角膜的损
伤， 影响视力。

巨乳头性结膜炎： 与佩戴
角膜接触镜 、 义眼等有关 ，
15%配戴软性角膜接触镜的患
者可发生巨乳头结膜炎。

异位性角结膜炎 ： 是 一
种与 特 应 性 皮 炎 相 关 的 角
结 膜 炎 ， 先 天 过 敏 体 质 是
主 要 因 素 ， 发病年龄高峰多
在30-50岁。

过敏性结膜炎的预防治疗

首先尽量避免或减少接触
过敏原 。 如果外出 ， 除了口
罩， 可以配戴护目镜或墨镜阻
挡花粉入眼。 尘螨及动物皮毛
过敏者需要做好室内清洁， 如
注意室内通风， 减少灰尘， 勤
换床单、 枕巾以及被罩等， 进
行除螨治疗。

眼痒大家都会下意识地揉
眼， 只会感觉越揉越痒。 最简
单、 最快速的缓解症状的办法
就是冷敷。 冷敷治疗可以用冷
冻过的毛巾敷在双眼睑上， 持
续3-5分钟， 每天根据症状轻
重可重复数次。

药物治疗： 对于季节过敏
性结膜炎患者， 可在春夏季来
临前预防性使用肥大细胞稳定
剂滴眼液。 对于症状比较轻微
的， 可以使用经冷藏的人工泪
液， 这样可以减轻一些症状。

□本报记者 白莹

春暖花开
谨防过敏性结膜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