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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男子运动时突发疾病身亡
工伤部门鉴定为工伤，提醒市民运动要适量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李金金 通讯员 何

登香 王林) 27日，记者
从东营市人社局工伤认
定部门了解到，近期发生
了两起相似的因突发疾
病导致工亡的案件。工伤
部门提醒市民，一定要养
成规律的生活作息规律，
定期体检，运动要适量。

8月21日，某公司组织
的2012年度职工篮球比赛
中，参赛队员高某在场下
休息完毕准备上场开始
比赛时突然摔倒，不省人
事，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但因突发心脏猝死抢救

无效死亡；9月14日，某社
区组织的职工篮球比赛
中，参赛队员曲某在场上
奔跑时突然倒地不起，失
去意识，紧急送往医院后
因心脏骤停抢救无效死
亡。事件发生后，两人单
位分别为其申请认定工
伤，目前工伤认定正在办
理中。

东营市工伤认定部
门提醒市民：工作和生活
中要避免压力过大、过度
疲劳、长期熬夜，要定期
体检，对自己身体健康状
况“心里有数”，参与体育
运动时要适可而止。

9月27日中午，20多位回迁户
居民代表齐聚垦利县和平社区居
委会，带着自己亲手做的菜肴，共
同品尝中秋月饼、唠家常、吃邻里
宴，欢庆乔迁之喜。据了解，今年，
垦利县和平社区600多户居民陆续
领到了回迁安置房的钥匙，刚刚搬
进和平佳苑的田保兰激动地说：

“我今年75岁了，以前住的是又老
又破的平房，到了晚年，政府有了
好政策，让我住上了崭新的楼房，
太高兴了！”

本报记者 顾松 本报通讯
员 刘双 摄影报道

离婚前借的债

离婚后共承担

本报 9月 2 7日讯 (记者 王
超 通讯员 刘君东 张小娟 )

燕某与丁某曾是夫妻，两人离
婚前丁某曾向原告燕某某借款
一万元，后原告燕某某向丁某索
要借款时，燕某以离婚为由，拒
不还款。日前，已解除夫妻关系
的被告丁某与燕某被法院依法
判决共同履行还款义务。

2 0 1 0年被告丁某因经营农
药、化肥需要资金，向原告燕某
某借款一万元用于家庭经营，并
于2010年3月28日为原告出具借
条一份，借条上还注明了被告两
次偿还原告借款三千元，余欠原
告借款七千元的事实。2 0 1 1年 2

月 1日，被告丁某偿还原告借款
一千元，至今被告丁某尚欠原告
借款本金六千元及利息，现原告
燕某某诉至法院要求判令二被
告偿还剩余借款及利息。

庭前调解未达成调解协议，
承办法官按期组织双方当事人
开庭，被告燕某称自己已与被告
丁某离婚，该笔债务与自己无
关，但经庭审查明，该笔债务发
生于二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且借款用于家庭经营，据此法院
做出了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判
决。

社会

本报9月27日讯 (记者 王超
通讯员 薛园园 ) 男子吴某

突然病逝，留下一笔遗产，妻子
胡某与婆婆徐某在遗产归属问
题上发生了纠纷，徐某将儿媳胡
某告上了法庭。日前，广饶法院
成功调解了这一起婆婆起诉儿
媳的法定继承纠纷案件。

徐某与胡某系婆媳关系。天
有不测风云，今年 6月胡某的丈
夫吴某因病突然去世，留下3 0万
余元的遗产。徐某考虑儿媳胡某
肯定要改嫁他人，所以拒绝将儿
子的遗产分给胡某，坚持认为这
笔钱该给自己养老和孙子上学
用。胡某对此坚决不同意，并表
示为了年幼的儿子不会改嫁，愿
意和徐某及儿子继续共同生活。
双方各执己见，徐某遂将儿媳胡
某诉至法院。

案 件 受 理 后 ，承 办 法 官 与
原、被告分别进行了沟通，最终
原、被告解开心结，徐某撤诉，纠
纷化解。

东营市工伤认定部门的工作
人员介绍，根据国务院法制办对

《关于职工参加单位组织的体育活
动受到伤害能否认定为工伤的请
示》的复函(国法秘函[2005]311号)中
已明确：作为单位的工作安排，职
工参加体育训练活动而受到伤害
的，应当属于“因工作原因受到事
故伤害”，所以如果有人在单位组
织的体育活动中受伤，单位可以依
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

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
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为受伤职
工申请工伤认定；类似以上两起案
例中的情形，在单位组织的体育活
动中职工突发疾病导致死亡的，单
位则可以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
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职工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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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亡职工申请工
伤认定。

26日晚，辽河小区在小区内举
行第七届邻里节，小区居民现场表
演了街舞等节目，由居民选出的文
明家庭也受到了表彰。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影报
道

职工体育活动中受伤可认定为工伤

中秋团圆
庆乔迁

婆媳为争遗产

翻脸对簿公堂

9月2 7日上午，东城街道办事处第
二届文化艺术节书法美术摄影作品展
在安泰南区举办。本次参展作品共计
2 0 0余幅，作者都是来自安泰社区的居
民，吸引了众多居民参观。书法爱好者
们更是在现场挥毫泼墨，现场的很多
小朋友观看学习。

记者 吕增霞 摄影报道

翰翰墨墨
飘飘香香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王
超 通讯员 司炜) 近日，
东营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
精神残疾人投保，监护人要求
确认合同无效的保险合同纠
纷案件。

赵某是一级精神残疾人，
持有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颁发
的残疾人证。赵某分别于2009

年和2010年与某保险公司签
订两份保险合同，合同签订
后，赵某共分四次向保险公司
缴纳保费一万余元，并于2009

年至2011年从保险公司领取
红利近800元。赵某的法定代
理人得知此事后，多次找保险
公司协商退保事宜未果，遂起
诉至东营区人民法院，要求确
认两份保险合同无效，并要求
保险公司返还所交保费。

近日，东营区法院对此案

进行了调解，保险公司同意退
还赵某缴纳的保费，同时扣除
赵某已领取的红利。

法律小贴士：如今保险
的功能越来越多，除人身保
障外还附加分红等，但签订
保险合同作为一项民事法律
行为，其主体必须具有相应
的民事行为能力，而一级精
神残疾人作为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显然其签订的保险合同
无效。保险合同无效的法律
后果是双方返还，恢复到合
同签订前的状态。即保险公
司要退还已经缴纳的保险
费，而投保人也不能因无效
合同而获益。在此也提醒市
民签订保险合同注意三个问
题，一是主体合格，二是意思
表示一致，三是认真审查合
同内容，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精神病人投保无效
保费红利均须返还

男子利用微信骚扰女网友
女子“将计就计”，约男子见面后报警

本报9月27日讯 (记者 顾
松 通讯员 任安远 方宝
钢 ) 一位男青年利用手机微
信搭识一位女性，并发信息要
和这位女网友玩一夜情，这这给给
这这位位女女子子的正常工作生活造成
了影响。最终，女青年王某选择

“将计就计”，把男青年约出来
后报警求助。

今年8月，东营市河口区女
青年王某通过微信认识了男网
友孙某，经过一番短时间的交
流后，孙某通过微信软件提出
来要和王某一夜情，并持续进
行语音骚扰并提出无理要求。
王某不堪骚扰，就假装同意，并
相约在河口区一饭店内见面。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9月的

一天晚上，王某和几个朋友来
到相约地点，而孙某也和几个
朋友随后赶到。王某通过微信
确认了孙某就是骚扰人后，悄
悄到一边打电话报了警。

滨海公安局海滨分局巡警
大队民警说，接到报警后民警
便赶到现场，王某立即带着民
警对孙某等人进行了指认。孙

某起初矢口否认，但是当王某
用自己聊天记录和电话号码提
交给民警后，无以抵赖的孙某
便恼羞成怒，和王某当场厮打
起来。民警及时控制现场局面，
并将当事人双方带到了辖区派
出所进行调查。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
查中。

文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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