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
第六项规定： “职工在上下班途
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
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 客运轮
渡、 火车事故伤害的， 应当认定
为工伤。” 在这里， 相关法律法
规并没有对员工的上下班时间及
行走路线作出具体的规定。

在这种情况下， 员工若提前
上班、 早退或延迟下班发生事故
怎么办？ 以下3个案例的处置结
果表明， 只要员工在合理的时间
内因上下班遭遇交通事故， 在其
不负主要责任的情况下均可认定
为工伤。

【案例1】
因下雨提前上班属于合

理时间
小秦的上班时间是8:30， 他

每天大约7:50分从家出发。 2020
年7月2日 ， 一大早就下起了中
雨。 小秦怕上班迟到， 就提前于
7:20骑车出发前往公司， 途中被
一辆轿车撞伤。 交警部门认定轿
车车主负事故的全责， 小秦无责
任。 而公司认为， 小秦提前上班
违反公司的作息时间制度， 不符
合工伤成立条件， 拒绝为他申报
工伤。

【点评】
小秦的情况属于工伤。
根据法律规定， 只要员工在

上下班途中受到交通事故伤害，
且本人对事故不负责任或只负次
要责任、 同等责任的都属于工伤
范畴。 那么， 如何认定 “上下班
途中” 的时间？

基于工伤认定一般倾向保护
劳动者利益的精神，《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
干问题的规定》将其界定为“合理
时间内”。而“合理时间”是个比较
宽泛的概念， 对员工上下班时间
而言应该有一个时间区域， 在这
个区域内早一点或晚一点都属于
合理时间。 如果将其单纯地理解
为单位的考勤时间， 进而机械地
理解和运用，那就是错误的。

本案中， 小秦之所以提前上
班是为了本职工作和公司的利
益 ， 与其职务有内在联系 。 而
且， 当天下雨道路湿滑、 骑车行
走比较困难， 途中要花费更多时
间。 在这种情况下， 小秦提前出
发上班就有其合理性， 其提前的
那段时间就可以认定为 “合理时
间”。 因此， 公司说小秦提前上
班违反公司作息时间制度， 这显
然是推卸责任。

总之， 小秦在合理时间内、
合理路线上、 在上班途中受到非
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
应当认定为工伤。

【案例2】
早退属于违纪但仍可认

定工伤
小陆在公司当铲车工。 2020

年6月12日下午， 他手头没多少
活， 干完之后因闲得无聊就提前
下班了。 然而， 在回家途中， 他
不幸被一辆轿车撞伤， 造成全身
多处骨折和软组织挫伤。

经交警部门认定： 车主承担
事故主要责任 ， 小陆负次要责
任。 而公司认为， 当天小陆早退

20分钟， 且事故发生在小陆早退
途中， 对于这种违反劳动纪律的
行为不宜也不能申报工伤， 更不
应认定为工伤。

【点评】
小陆的情况应当属于工伤。
一般认为， 上下班途中是指

员工以上下班为目的， 在合理时
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的合
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因此， 职
工虽然上班迟到、 提前下班违反
了劳动纪律， 但只要是以上下班
为目的都应给予充分保护， 不能
因此影响工伤认定。 应当肯定的
是， 违反单位规章制度与工伤认
定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 二者
之间毫无关联， 不能将违反单位
规章制度、 劳动纪律等作为否定
工伤认定的理由。

本案中， 小陆早退20分钟只
是违反了劳动纪律， 但其行为性
质仍然属于下班。 而违反单位劳
动纪律并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
所规定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视同
工伤的情形。 因小陆的情形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规定，
所以， 他可以自事故伤害发生之
日1年内自行申请工伤认定。

【案例3】
因工作原因延迟下班属

于下班途中
唐某在公司市场部工作。 为

落实年底营销方案，2019年12月2
月， 市场部经理利用下班时间召
开部门全体会议研究措施。 会议
开了一个多小时， 散会后唐某不
敢耽搁赶紧回家为孩子做晚饭，

但在中途遭遇交通事故， 交警部
门认定唐某负事故次要责任。

唐某申请认定工伤时， 公司
称市场部利用下班时间开会不是
公司安排的工作， 唐某下班后一
个小时才回家， 不属于正常的下
班时间， 其受到的伤害也不能认
定为工伤。 此后， 唐某自行申请
工伤认定并得到确认。

【点评】
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
因手头工作尚未结束， 下班

时间到了员工再工作一会儿， 这
种自愿加班行为虽无加班费， 但
不能因此否认其属于加班的性
质， 更何况唐某参加会议是部门
经理安排的， 内容是布置工作任
务， 为的是公司的利益。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印发的
《关于实施 〈工伤保险条例〉 若
干问题的意见》 规定： “上下班
途中” 既包括职工正常工作的上
下班途中， 也包括职工加班加点
的上下班途中。 对此， 最高人民
法院负责人在 《关于审理工伤保
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新
闻发布会上明确答复： “上下班
有一个时间区域， 可能早一点，
可能晚一点。 比如下了班以后，
还要加一会儿班， 或者是等交通
的高峰时段过了之后再回家。 这
些都属于合理时间。”

本案中， 唐某服从部门安排
参会， 散会后即刻回家， 无疑属
于在合理时间 、 合理路线的下
班。 人社局认定唐某所受伤害为
工伤是正确的。

潘家永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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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首饰公司员工
赵某通过网络购买钻戒一枚，
销售成交价62300元。 同年6月
29日， 赵某将钻戒交由快递公
司寄给买方范某某， 赵某支付
了快递费22元、按保价费率5‰
支付保价费20元。

快递公司向赵某出具了运
单， 该运单背面有快递运单契
约条款， 所载内容是： 特别声
明：寄件人托运价值超过2万元
的贵重物品的， 应当在托运时
向本公司声明。 寄件人未声明
的，该物品毁损、灭失后，本公
司有权按照不超过2万元的一
般物品予以赔偿……若寄件人
已选择保价或特安， 则本公司
按照投保金额予以赔偿。 若托
寄物仅有部分损失， 则按照损
失比例赔偿。

2019年6月30日至7月2日
间， 毕某某利用从网络帖子上
获取的钻戒快递发货人及收货
人信息， 冒充发货人拨打快递
公司客服电话， 修改收货人的收
货地址及电话后签收快递，骗
取钻戒并销赃。经查，该帖子是
由首饰公司员工赵某发布的。

法院认为， 当事人应当按
照约定全面履行义务。 当事人
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根据
合同的性质、 目的和交易习惯
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本案中， 首饰公司通过快递公
司邮寄涉案钻戒， 双方之间形
成邮寄服务合同关系， 双方均
应依约履行。 快递公司未按约
定将托寄物品送达收货人构成
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据此， 判决快递公司赔偿首饰
公司37380元。

【说法】
快递公司主张因首饰公司

选择了保价， 应按照快递运单
的保价条款进行赔偿。 法官认
为， 保价赔偿条款属于限制责
任条款，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
中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
对方财产损失的” 免责条款无
效， 则在快递公司因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造成寄件人财产损失
的情况下，不应适用该保价条款。

首饰公司交寄涉案钻戒
后， 犯罪分子通过拨打快递公
司客服电话修改收货人电话及
收货地址，骗取钻戒。邮寄服务
合同中收货人地址及电话的修
改属于重大变更， 快递公司应
尽到谨慎的审查义务， 但快递
公司自行变更上述信息且在送
货过程中未对收货人的身份进
行审核、验证，其对涉案钻戒的
丢失具有重大过失， 本案不应
适用上述保价条款， 快递公司
应承担赔偿责任。

首饰公司员工在与收货人
通过第三方平台进行公开交流
过程中， 泄露了本案中运单的
物品详情、发货人电话、收货人
电话及收货地址等重要信息，
使犯罪分子获知了其实施诈骗
所需要的信息。同时，从快递行
业的性质和保价目的来看，快
递公司对不同价值的物品在邮
寄过程中的注意义务具有差
别， 对价值较高的物品通常会
采取安全性更高的邮寄方式。
快递公司要求邮寄超过2万元
的贵重物品时应进行声明，首
饰公司未如实声明， 导致快递
公司未按物品实际价值采取与
之相适应的邮寄方式。因此，对
于涉案钻戒损失， 首饰公司自
身亦应承担一定责任。

王利平 律师

快递被冒领
应由谁担责？

近日， 读者龚松林向本报记
者反映说， 他在一家公司从事运
输工作。 因公司拖欠3个月工资
未付， 且多次索要未果， 他想扣
押公司交给他驾驶的货车 。 之
后， 他打算要求公司在一周内付
清欠薪， 否则变卖货车， 从价款
中优先受偿， 并将多余的价款交
给公司。

不过， 他想知道自己能不能
扣留公司车辆， 通过行使留置权
来实现自己的权利？

法律分析
龚松林无权通过留置公司货

车的方式索要欠薪。
一方面， 从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的地位上看， 基于劳动关系产
生的债权不能行使留置权。 留置
权是指债权人以合法手段占有债
务人的财物， 在由此产生的债权
未得到清偿以前留置该项财物，
并在超过一定期限仍未得到清偿
时依法变卖留置财物， 从价款中
优先受偿的权利。

留置权作为担保物权之一，
其所调整对象只是平等主体间的
关系。 而劳动关系一方为用人单
位， 另一方为劳动者， 双方在履
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处于管理和被

管理的不平等关系， 故劳动者不
能基于劳动关系而对所占有的用
人单位财产进行留置。 这对于龚
松林来说， 自然也不例外。

此外， 由于 《劳动法》 《劳
动合同法》 已经对劳动者的合法
权利设置了倾斜性保护条款， 劳
动者完全可以通过法定的正当途
径保护自己的劳动债权。 所以，
龚松林只能通过其它合法方式，
来索回欠薪。

另一方面， 从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的关系上看， 基于劳动关系
产生的债权与劳动者掌握用人单
位财产不属同一法律关系。

《担保法 》 第 231条规定 ：
“债权人留置的动产， 应当与债
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 但企业之
间留置的除外”。 所谓同一法律
关系， 是指占有人留置的债务人
动产， 与债务的产生具有内在的
法律关联。

本案中， 龚松林在公司从事
运输， 所产生的基本法律关系是
龚松林向公司提供劳动、 接受公
司管理， 并有权要求公司依约支
付劳动报酬。 而龚松林所扣留的
公司货车， 仅仅是公司提供给龚
松林的劳动工具， 欠薪并非因为
货车而产生。 廖春梅 法官

公司拖欠工资不发，员工可否留置车辆索要？

员工在合理时间内出车祸可认定工伤
上下班时间有一个合理区域 允许早一点或晚一点

2018年8月12日 ， 老张的表
侄儿李二利向他借款10万元， 双
方约定月利2分， 即年利息24%，
借款期限为 2年 ， 到期利息为
48000元。 李二利当即表示同意，
并出具了借条。

2020年8月12日， 借款到期，
老张要求李二利给付本息148000
元。 李二利同意偿还借款本息，
但提出要按最高人民法院制订的
新规定计算利息。 按照新规定，
民间借贷年利率是15.4%， 照此
计算利息总额为30800元 ， 本息
合计为130800元。

老张认为， 即使法律有新的
规定， 但双方借款发生在新规定
之前， 李二利应当按照当时利率
和约定给付本息。

法律评析
依据我国民法民事行为自治

原则， 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优先于
法律规定， 但这种约定有一个前
提， 即不得违法法律规定， 否则
无效。

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的最
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民间借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26条规定，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
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但是双方约
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
在此，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 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
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

上述规定第32条第2款规定：
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
之前的， 可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

保护的利率上限。 该规定表明，
即使借款合同发生在2019年8月
20日之前， 同样受本规定约束，
即利息按 “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 计算， 超
过部分无效。

经查，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2020年7
月20日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为3.85%， 按四倍计算为年利息
15.4%。 因此 ， 李二利提出按该
标准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 老
张只能得到利息30800元。

杨学友 检察官

借款后利率改了，原来的约定还有效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