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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释法，共享法治 法律咨询热线：6610123 新浪微博爆料：@今日烟台

岗岗位位上上受受了了工工伤伤，，企企业业““不不认认账账””
没签合同企业不承认雇佣关系，却在雇主责任保险上“露馅”

烟台获“六五”普法

先进城市荣誉称号

虽然刘某还有跟公司副
经理等人的电话通话清单和
录音，派出所也曾接警，证明
双方存在纠纷，但这都不是直
接证据，胜诉把握不大。

考虑到该公司在当地小
有规模，律师做了两个假设，
一是该公司可能在保险公司
为员工投了团体意外险。二是

刘某的医疗费单据在该公司
手中，大量的医疗费毕竟是要
报销的，可以到海阳市新农合
管理办公室查询医疗费的报
销情况，肯定有该公司相关人
员的签字，此案也可以迎刃而
解。

律师在开庭前向海阳市
人民法院递交了《调取证据申

请书》，即调取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公司海阳分公司中关于
该公司的投保情况。结果发
现，该公司投保了雇主责任
险，其中有刘某此人，并且载
明了身份证号码和本案的刘
某身份证号码一致。日前，双
方劳动关系确认，下一步将要
求企业给予相应赔付。

本报4月9日讯(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尹爱华 崔潇文) 记

者从烟台市普法办获悉，烟台市被
授予全国“六五”普法中期先进城
市荣誉称号。在本次全国表彰中，
烟台市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名列全
省前列。

据悉，此次全国表彰，除了烟
台市之外，福山区被授予全国“六
五”普法中期先进县(市、区)称号，
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被授予全国

“六五”普法中期先进单位称号，杨
秀全等3人被授予全国“六五”普法
中期先进个人称号，栾剑波被授予
全国“六五”普法中期先进工作者
称号。

目前，烟台全市建成法治文化
基地140多个，累计投入500多万
元。80%以上的乡村(社区)设有法
治文化大院、法治图书室。此外，烟
台普法办公室还制定完善了烟台
市全民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
组工作规则、成员单位职责、办公
室工作规则等五项制度，健全市级
领导小组挂帅、各级普法办主抓、
各部门具体负责的工作机制。

本报4月9日讯(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张树安 齐志红 ) 7

日10时30分许，在莱州金仓街道乡
间路边发生一起施工工地混凝土
搅拌车侧翻事故，一人被压挤在罐
体下面。莱州市公安局金仓边防派
出所接到报警后迅速出动、赶赴事
故现场施救。经过同消防、交警近
两个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人员被
成功救出。

救援官兵到达现场后，只见现
场一部白色混凝土搅拌车右后轮
深陷土中，由此造成车辆重心右偏
侧翻，一名工地工人因躲避不及被
车尾部罐体挤在墙面上，且右脚被
车后保险杠压住不能动弹，由于疼
痛难忍脸色苍白不时呻吟。根据现
场情况，现场指挥员迅速部署营救
方案，展开营救。经过近两个小时
的紧急施救，现场官兵成功将被困
工人救出，并迅速将其放到担架抬
上120急救车送往医院救治。

据现场一位目击者说，当时搅
拌车已经停下，正准备卸混凝土，
不料由于工地土层松软，导致右后
轮下陷引发侧翻。由于事发突然，
根本来不及反应，导致现场施工的
一名工人被当场困住。幸亏官兵们
及时救助，受伤工人经医院紧急救
治，已无生命危险。

本报4月9日讯(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刘金林 ) 日前，烟台

市司法局、烟台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成立了烟台市少数民族法律援助
服务工作站，为少数民族困难群体
尤其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正当合
法权益的诉求提供了有利平台和
强有力的支持。“法律工作站”工作
人员既有市法律援助中心的专业
律师，又有长期从事民族工作、经
验丰富的民族工作干部。

该站主要通过设立公开接待
日、网页在线服务平台交流、解答
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非诉讼
法律事务调解与代理、诉讼代理和
辩护等形式，为烟台市少数民族群
众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并按国家有
关规定为烟台市及外来少数民族
经济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配合
有关部门依法处置民族矛盾纠纷、
突发事件等案件。

搅拌车侧翻压人

边防民警罐下救人

少数民族法律援助

服务工作站成立

本报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刘金林 张夏

刘某工作中受伤，公司派人将他送到当地医院治疗后，就不管不问了。因未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也没交
过保险，该公司直接不承认有刘某这个员工。就在此时，一份雇主责任险的出现让法院最终判决双方存在事
实劳动关系。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工作中崩伤右眼

公司却不管不问

2013年9月24日开始，刘
某在烟台海蒙印染机械有限
公司从事除锈打磨工作。同
年10月8日下午，刘某因干活
时不慎被钢丝崩伤右眼。事
故发生后，公司派人把他送
到了当地的医院进行治疗。

由于刘某伤及的是眼神经导
致周围组织受损，已经影响
到听力。当地医院建议刘某
转到外地水平高一点的医院
治疗，可公司这时候却开始
避而不见。

刘某家在农村，老婆没有

工作，孩子还在上大学，刘某
打工的收入是一家人全部的
生活来源。无奈之下刘某出院
了，他找到公司，希望能够出
点钱送他去外地治疗，但公司
领导不但不露面，还让保安将
刘某赶出了公司。

没签合同没交保险

公司否认有这个人

由于刘某和公司没有合
同，且工作不到一个月，还没
有拿到工资，手里没有工资
单，也没有工作证、工作服、
考勤表等能证明其在该厂工
作的证明材料，所以公司给
他来了个“死不认账”，根本

不承认有他这么个人。
2014年2月，刘某无奈之

下 求 助 海 阳 市 法 律 援 助 中
心。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了律
师，同时中心又主动帮其联
系劳动仲裁部门，开通“法律
援助绿色通道”特事特办。

该案中，刘某除了《住
院病历》复印件外，再无其
他证据。该公司禁止公司工
人作为证人出庭，就连住院
期间该公司已经为刘某垫付
的医疗费用这一事实都否认
了。

一份雇主责任保险

让企业“无处可逃”

维维权权看看合合同同，，没没签签可可咋咋办办
本报律师团成员教大家如何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本报记者 苑菲菲

因为没签劳动合同，不少劳动者因取证困难，往往放弃或者没有办法为自己维权。在进
入用人单位工作时，劳动者该注意什么问题？常见的几种劳动争议有哪些？在无劳动合同的
情况下出事后怎样为自己维权？本报律师团成员就本期话题，为大家解答疑惑。律师圆桌谈

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路婷婷：

签“空白合同”前可拍照

路婷婷介绍，不少劳动者
在签订合同时，往往签订的是
空白合同，对合同内容也一无
所知。很多劳动者签订合同时
很随意，造成以后维权方面的
难题。

路婷婷说，空白合同主要
有三方面的陷阱，一是合同期
限。“比如本来是在合同期限

内单位跟你解除劳动合同，应
该给你补偿，但单位在合同上
写上一个比较早的日期，就会
变成合同期满，自动解除合
同。”第二个陷阱是社保。用人
单位可在空白合同中填写社
保已包含在工资内、由工人自
行缴纳的条款。但其实根据法
律规定，必须是单位为劳动者
缴纳社保。第三个陷阱是工资
标准。就算劳动者平时的工资
很高，但若合同中写的工资标
准较低，劳动者又拿不出其他
证明工资标准的证据，合同上
的数字就可能成为补偿的唯
一依据。

路婷婷建议，劳动者在签
订空白合同之前，最好拍照取
证一下，也可以录音，作为证
据保存。

山东中亚顺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付磊：

年老民工出意外最好先认定工伤

付磊说，劳动合同法中
规定国家法定企业职工退休
年龄是男子年满60周岁。但在
农民工这个群体中，很多年
满60周岁的男子都会出来工
作，在工作中发生意外后，因
为没有认定为工伤，只能按
照雇员和雇主关系来进行诉
讼，赔偿大打折扣。

付磊提醒说，很多年满60

周岁的工人在发生事故后，用
人单位都会让他第一时间去申
请劳动仲裁，先确认劳动关系，
其实这是一个陷阱。“劳动仲裁
那边一般会根据劳动合同法的
规定，对其不予受理，其实工人
不用去劳动仲裁，要直接去当
地的人社部门认定工伤。”付磊
说，只要认定了工伤，也就等于
是认定了双方存在的劳动关
系。不过，并不是所有地区的人
社部门都会认可这种情况，“据
我所知，北京是不认可的，烟台
在2012年之前不认可，目前已
渐渐认可了。”

付磊说，按照工伤进行赔
偿的话，国家是有统一标准的，
都是按照事发地上一年度的职
工平均工资来结算。

山东中亚顺正律师事务所徐永强：

不签合同职工可群体诉讼

在实际工作中，不少劳
动者经常遇到单位迟迟不签
劳动合同的情况。一般来说，
职工虽然对此不满，但因不
想辞职，对这种情况都选择
忍受。

徐永强说，面对这种情
况，职工为了共同的经济利
益，最好进行群体诉讼。若
只有个别劳动者起诉用人
单位，效果往往不佳。即使
个别劳动者仲裁或起诉目
的达到起到示范作用后，其
他职工学着再一个个地单
独去仲裁或起诉，整体维权
成本也太高。除此之外，职
工还可以要求工会出面行
使工会维护和代表劳动者
合法权益的职能。以及要求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
机关、信访部门、劳动监察
机构在调处劳动争议过程
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山东通昌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国良：

出勤表和工资条可做证据

李国良说，若用人单位不
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劳动
者可在日常工作中可注意收
集考勤表、出勤表、工资条和
工资表等证据，这些证据上必
须有单位所盖的公章。此外劳

动者的上岗证、工作服、就餐
卡等，也可以作为间接证据，
要注意保存。李国良说，若过
了一年还不签劳动合同，在法
律上就视为劳动者和用人单
位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
合同。

“也就是说即使没签合
同，用人单位也不能随便解
除劳动合同。”李国良说，用
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需向
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劳
动者在单位每工作满一年，
被辞退时就要额外多给一
个 月 的 经 济 补 偿 金 ，相 应
的，工作年限越多，给的经
济补偿金也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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