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新政

专题【维权】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wq@126.com│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刘红颖│校对 刘芳│２０22年 1月 19日·星期三

【案例1】
员工举证不能， 工伤难

以认定

严女士是一家公司员工 。
2021年3月7日， 她得知闺蜜有一
单生意要交给公司。 为提前了解
一下情况，她没有向公司请假，也
没有向同事说明这一情况就驾驶
摩托车自行前往。不料，她在途中
发生交通事故，全身多处受伤。交
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的全部责
任，她本人不负事故责任。 然而，
公司以她系私自外出、 没有证据
证明是为公司办事为由， 否认她
所受伤害属于工伤。

【点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九十
条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
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
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应
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但法律另
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
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
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
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
的后果。”

本案中， 公司不承认严女士
外出是为公司办事。 因此， 严女
士必须对这一基础法律关系承担

举证责任。 而严女士没有证据证
明其外出并非办私事， 因此， 依
据上述法律规定严女士必须承担
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案例2】
未签订劳动合同， 无法

确认用工关系

江女士丈夫前往公司上班的
第一天上午， 便因交通事故而当
场死亡。 尽管交警部门认定对方
司机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但公司
以江女士丈夫并非公司员工为由
拒绝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原来， 江女士丈夫未与公司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且因为是第
一天上班， 公司并没有向其发放
工作证、 服务证， 更没有工资支
付凭证、 缴纳社会保险费记录、
考勤记录， 故其难以获得工伤赔
偿。

【点评】
劳动关系是确定用人单位工

伤赔偿责任的基础。 因此， 劳动
者入职时必须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 即使当时未签订劳动合同，
也应当收集、 保存相关依据， 证
明双方之间存在用工关系。 在这
方面，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
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第二条规定： “用人单位未与劳

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认定双方存
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
（一） 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 缴
纳 各 项 社 会 保 险 费 的 记 录 ；
（二）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
‘工作证’ ‘服务证’ 等能够证
明身份的证件； （三） 劳动者填
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 ‘登记
表 ’ ‘报名表 ’ 等招用记录 ；
（四） 考勤记录； （五） 其他劳
动者的证言等。”

本案中， 江女士丈夫没有上
述规定中的任何一项证据， 想证
明其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不仅困
难也是不可能的， 如此一来就给
公司创造了 “赖账” 的机会。

【案例3】
隐瞒事实真相， 不能认

定工伤

李女士在工作时间、 因为工
作原因受伤后， 公司要求她以自
己在外不慎摔伤为由就医， 并以
此通过医保报销一定比例的医药
费用， 进而减轻公司的负担。 李
女士认为， 此举并没有让她自己
吃亏又能照顾公司， 便爽快地答
应下来。

事后， 公司拒绝为李女士申
请工伤认定。 她自己提出工伤认
定申请后， 公司又以其在病历中
的自述为依据， 否认其所受伤害

构成工伤。 因李女士不能提供必
要的证明事件发生过程的证据，
工伤保险部门也认为其不符合工
伤认定条件。

【点评】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八条

规定：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
提交下列材料： (一) 工伤认定
申请表； (二) 与用人单位存在
劳动关系 (包括事实劳动关系 )
的证明材料； (三) 医疗诊断证
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或者
职业病诊断鉴定书)。”

《工伤认定办法》 第六条规
定：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填
写 《工伤认定申请表》， 并提交
下列材料： （一） 劳动、 聘用合
同文本复印件或者与用人单位存
在劳动关系 （包括事实劳动关
系）、 人事关系的其他证明材料；
（二） 医疗机构出具的受伤后诊
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

本案中， 李女士提供的证据
是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 但证明
内容是其所受伤害源于自行外出
时不慎摔伤， 并通过医保报销了
相关费用 。 如此明确的证据链
条， 只能证明李女士所受伤害不
是工伤， 其之前所作所为等于是
自找麻烦。

颜梅生 法官

因工受伤，劳动者为何难以享受工伤待遇？
编辑同志：

我是一家水电安装工程
公司的员工。 2021年8月的
一天， 我在施工时， 工地上
的一根松动的钢丝绳突然甩
出击伤我脸部和右眼。 虽经
治疗和整容， 面部也无法恢
复如初， 右眼视力也下降很
多。 后经申请和鉴定， 我被
认定为工伤并构成伤残五
级。 社保部门从工伤保险基
金中向我赔付了伤残补助金
等费用共计12万元。 此次工
伤事故给我造成了精神上的
巨大痛苦和心理上的创伤。

请问： 我是否还可以向
公司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读者： 倪近山

倪近山读者：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

八十三条规定， 侵害自然人
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
的， 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
损害赔偿。 职工在劳动中遭
遇事故， 生命权、 健康权受
到侵害的， 如果用人单位具
有过错， 也构成民事侵权。
由于工伤赔偿项目中不包括
精神损害赔偿， 所以， 工伤
职工在获得工伤赔偿外， 还
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不
过， 工伤职工主张精神损害
赔偿只限于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 用人单位对工伤
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 精神
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之
一， 是要求侵权行为人具有
主观过错。 因此， 对于单位
存在过错、 过错与伤害具有
因果关系的工伤， 工伤职工
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而
对于交通事故造成伤害的工
伤， 职工因过失造成伤害的
工伤， 由第三人故意造成伤
害的工伤， 在工作时间和工
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
的视同工伤等， 由于用人单
位无过错， 工伤职工无权请
求用人单位给予精神损害赔
偿。

第二， 其他法律有明确
规定。 《安全生产法》 第五
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因生
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
人员， 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
外， 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
获得赔偿的权利的， 有权提
出赔偿要求。” 《关于生产
安全事故认定若干意见问题
的函》 指出， 生产经营单位
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造
成人身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
失的事故， 属于生产安全事
故。 《职业病防治法》 第五
十八条规定： “职业病病人
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 依
照有关民事法律， 尚有获得
赔偿的权利的， 有权向用人
单位提出赔偿要求。” 这些
规定表明， 职工在生产安全
事故中受到损害或者被诊断
为职业病的， 工伤职工有权
向用人单位主张精神损害赔
偿。

本案中， 你遭遇事故伤
害导致毁容和视力下降， 这
无疑给你造成了严重的精神
损害， 而且本起事故属于生
产安全事故， 根据上述相关
法律的规定， 你可以直接提
起民事诉讼， 请求法院判令
水电公司给予精神损害赔
偿。

潘家永 律师

已经获取工伤赔付
能否主张精神赔偿？

近日， 职工陈晓芳向本报咨
询说， 她为补贴家用开了一家水
果店。 此后， 为扩大影响、 招揽
顾客， 她便在自己的面包车车身
打了广告， 将经营项目、 地址、
外购电话、 水果图片等喷涂、 粘
贴在面包车两侧 、 前后挡风玻
璃、 前引擎盖、 后备箱盖上， 范
围超过车体三分之二。 可是， 市
场监督管理机关以她擅自发布车
身广告为由 ， 对其罚款1万元 。
同时，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也对她
处以150元罚款并责令清除车身
广告。

她想知道： 在自家车上做广
告， 为什么不能 “我的地盘我做
主”？

法律分析
在自家车身上做广告的确不

能 “我的地盘我做主”。
一方面，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有权实施处罚。
《户外广告登记管理规定》

第五条第 （二） 项规定， 利用交
通工具表面绘制、 张贴、 悬挂的
广告， 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现为市场监督管理机关） 申请
户外广告登记，领取《户外广告登
记证》。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利用
交通工具等流动载体发布户外广
告的登记申请， 由户外广告发布
单位在履行前款规定的审查义务
后， 向交通工具等运动物体使用

单位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提出。”

根据上述规定， 你作为广告
发布者 ， 未经申请 、 审批 、 领
证， 无疑与之相违。 对此行为，
《户外广告登记管理规定》 第十
八条规定： “未经登记擅自发布
户外广告的单位和个人， 由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没收违法所得， 并
处以3万元以下的罚款， 限期补
办登记手续。 逾期不补办登记手
续的， 责令停止发布。”

另一方面， 公安交通管理部
门有权实施制裁。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 第十三条规定： “机动车喷
涂、 粘贴标识或者车身广告的，

不得影响安全驾驶。” 具体来说，
就是汽车的前后风挡、 前引擎盖
和后备箱盖不允许粘贴广告， 不
能改变车的主体颜色， 所有广告
面积不得超过车体的2/3。

本案中 ， 你在自家车身喷
涂 、 粘贴的广告 ， 不仅部位不
当 ， 且必然或多或少地影响视
线、妨碍驾驶，且超过车体的2/3。
对此行为， 《机动车登记规定》
第四十七条第 （二） 项规定 “机
动车喷涂 、 粘贴标识或者车身
广告， 影响安全驾驶的”， 可由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处 警
告 或者200元以下罚款并责令清
除。

颜东岳 法官

在自家车身做广告，为何不能“我的地盘我做主”？

员工离职后自营与原公司同
类业务违反 《劳动合同法》 吗？
就这一问题， 本报记者采访了上
海海华永泰 （北京） 律师事务所
彭李律师 ， 其表示 《劳动合同
法》 第23条、 第24条明确规定了
竞业限制的法律适用情形及法律
责任， 若员工与企业签署了 《竞
业限制协议》， 在离职后的一定
时间内不能自营与原公司同类的
业务， 否则构成违约， 应按照约
定支付违约金。

2018年 3月 1日 ， 小黄入职

B公司， 双方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
动合同， 合同约定其工作岗位为
项目经理， 负责处理与C公司的
业务合同签署及履行 。 在职期
间， B公司与小黄签订了《竞业限
制协议》， 小黄承诺在离职后1年
内不到与B公司从事同类业务有
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或者自
己开业从事同类业务， B公司按
月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

2019年6月30日 ， 小黄因个
人原因辞职离开B公司 。 B公司
在2019年7月、 8月、 9月、 10月

按期向小黄发放了竞业限制补偿
金。 此后， B公司发现 ， C公司
不再与B公司合作， 而是和D公
司合作。 D公司的工商企业信息
显示 ， 小黄在实际经营D公司 。
依据上述事实 ， 法院经审理认
为， 小黄的行为违反了其与B公
司签订的 《竞业限制协议》， 应
向B公司支付违约金。

《劳动合同法 》 第 23条规
定，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可以在劳
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
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

事项 。 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
者， 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
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
限制条款， 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后， 在竞业限制期限
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 劳
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 应当
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
金。

由此可见， 员工签署了 《竞
业限制协议》， 离职后在竞业限
制期限内自营与原公司同类的业
务违反 《劳动合同法》 的约定。

员工离职后能否自营与原公司同类的业务？

按照 《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 劳动者在工作时间、 工作场所、 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
害， 应当认定为工伤并享受相应等级的工伤待遇。 可是， 严女士、 李女士等员工在符合
工伤认定条件的情况下， 却没能认定为工伤， 更不能享受相应的工伤待遇。 这是为什么
呢？ 以下3个案例对其中的原因作出了详细的法律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