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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信箱■
一次性抚恤金如何在近亲属间分配？

百事通先生：
我是名退休女工，丈夫生前

是名老干部，病亡获得一次性抚
恤金和丧葬费近 18万元，处理完
丈夫后事，我及三个子女对该共
有财产分割无法达成一致，我打
算向法院提起诉讼。请问，我和
子女如何对一次性抚恤金进行

分配。
读者 张淑妍

张淑妍同志：
一次性抚恤金是公民所在单

位在公民死亡后依照有关规定发
放给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抚慰和经
济补偿，属死者近亲属的共有财
产，并非死者的遗产，不能按照遗
产分配原则处理。抚恤金的分配
应以均等分割为原则，并适当考
虑各近亲属的客观情况和对死者

的依赖程度予以分割。
你是死者之妻，主要依赖死

者生活，且现在无劳动能力，依赖
程度相对较高，在分配份额方面
应酌情予以照顾，应得份额按照
50%确定，剩余50%抚恤金可由三
个子女均等分割。至于丧葬费，
是对死者亲属处理丧葬事务的经
济帮助，建议谁主办丧葬事宜，该
丧葬费归谁所有。

□百事通

日前，商洛市洛南县麻坪镇将县内20余家
企业160多个就业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为贫困
家庭、失业等就业困难人员和富余劳动力带去
了“看得见”的实惠。活动现场发放就业宣传资
料800余份，接待群众劳务咨询600余人次，初

步达成就业意向83人。远元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招生10人，为实现“培训一人、转移一人、就业一
人、脱贫一户”的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让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心仪的工作，得到群众一致
好评。 □姚渤潮 摄

■有话直说■
沈阳市浑南区一家科

技公司为督促员工尽孝，
专门设立“孝心基金”，每
月“ 代 扣 ”员 工 工 资 200
元。 然而，员工们对此看
法不一。

百善孝为先。把孝道
作为企业文化的“硬核”，以
设立“孝心基金”的方式，教
育员工孝敬父母、感恩企
业，有助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与向心力。这一制度的善
意初衷无可厚非，再加上由
企业以同等规模的匹配资
金注入，“孝心基金”实际上
不 啻 于 一 项“ 福 利 ”性 举
措，但许多员工却缘何对此
深感“不适”，在笔者看来，
其不妥之处主要表现在三
个方面。

首先，强扣基金让“孝
心”变味。孝敬父母应该是
发自儿女内心，如今这种道
德行为却被人为裹挟与绑
架，“孝心”表达成了在企业
强制、逼迫之下的无奈之
举。显然与强捐、集资无
异，让孝道变味，难以产生
积极效应。

其次，“代扣”员工工资有悖
劳动法规。员工工资是劳动者依
法获得的劳务报酬，当属受法律
保护的私有财产。根据我国《劳
动法》 第 91 条规定，用人单位
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
当属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情
形，劳动行政部门会责令其支付
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和经济补偿。
如果要设立“孝心基金”，可以单

独从企业财务中列支，扣
发员工工资必须经员工个
人同意，至少也要通过职
代会或职工大会表决通
过，不宜捆绑推行或强行

“代扣”。
其 三 ，代 员 工 尽“ 孝

心”有越俎代庖之嫌。鉴
于员工家庭状况的千差万
别，员工报答父母养育之
恩的方式也未必相同。企
业以“孝心基金”的名义代
员工行孝，显然是擅自替
员工做主的越俎代庖行
为。再说，随着现代生活
水平的不断攀升，绝大多
数的父母衣食无忧，他们
最害怕的是孤寂，最期盼
的是子女陪伴。“给钱”未
必是孝道表达的最佳方
式。我国法律规定儿女要

“常回家看看”，但并未强
调一定要“给钱”。诚如有
员工质疑，“尽孝是子女的
本分，这与公司有什么关
系，公司强制扣工资尽孝，
算不算多管闲事？”“尽孝
为何一定用给钱的方式解
决，为啥不能多放几天假，
让我多陪陪爸妈”。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传承孝道也

是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孝敬父
母虽为员工的个人私事，但企业
也并非对此无所作为，关键是要为
员工的表达“孝心”创造条件，提供
便利。比如，落实好包括带薪休假
在内的福利性制度，给员工看望父
母、陪伴家人开辟绿色通道；在不
违背员工意愿、不损害员工利益的
前提下，多为员工的父母做善事、
送温暖等。 □张玉胜

本报讯（张鸿雁）截至目前，
汉中市勉县已为符合财政代缴
条件的 2019 年度建档立卡未标
注脱贫的农村困难群体，由财政
代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保
费近 30 万元，为 2019 年到龄的
近 400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按时
发放了养老金，贫困人口养老保
险财政代缴率和待遇发放率均
达 100%，实现了全县贫困人口的
应保尽保、应发尽发，不漏一人。
两个“百分之百”有力助推了全县

贫困人口的脱贫摘帽。
据悉，截至目前，该县已对今

年到龄的 392名建档立卡贫困户
及时按月发放了养老金，对今年
已满 70 周岁、80 周岁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待遇领取人员，在到龄
当月按时增加基础养老金。目
前，全县 22476名 60周岁以上建
档立卡贫困户已全部按时领取
每月 108 元以上的养老金，实现
了居民养老保险扶贫应发尽发，
不漏一人。

勉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助脱贫

为农民工挽回经济损失50余万元
本报讯（龙晓涛）近年来，汉中市镇巴县观音

镇充分发挥“农民工讨薪绿色通道”作用，妥善化解
农民工劳资纠纷，积极营造“不敢欠”“不能欠”“不
愿欠”的法治氛围。今年全镇法律援助机构共受理
讨薪案件6件，挽回经济损失50余万元。

强化援助网络，实现农民工维权“最多跑一
次”。同时强化部门协作，提升农民工讨薪见效“加
速度”。加强部门横向联动，建立工作信息共享平
台，与劳动监察、工会、公安等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执
法检查，定期排查劳资关系矛盾纠纷，定期召开联
席会议 。

该县还通过完善动态监管，保证农民工讨薪案
件“落实处”。创新宣传载体，引导农民工维权“合
法合规”。以增强主体宣传为着力点，发挥公共法
律服务站、点线面作用，发挥律师第三方属性功能，
通过释法明理等方式，指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
将农民工讨薪案件引入法治化轨道来解决；充分运
用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及网站、微信公众号、
QQ等新媒体途径开展维权普法宣传，引导农民工
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诉求；注重在来电来访接待中掌
握欠薪动态，定期制作舆情分析，为群体性事件的
预防、监控提供参考。

镇巴县观音镇

农民工方拥军在帮 59 岁的李芳
（化名）抬重物时，踩进污水井盖受伤，
赔偿责任谁来担？辽宁省大连市西岗
区人民法院判决给出结果：过失方某小
区物业公司承担70%的赔偿责任，赔偿
2.36万元；受益方李芳对方拥军承担的
30%的部分，给予适当补偿款4500元。

49岁的方拥军在大连做收废品的
生意。2018年 3月 29日，方拥军在大
连市西岗区一小区收购废品时，看到
李芳搬着一个大纸箱，行动困难，便主
动上前帮她把大纸箱往家搬。

箱子长 60厘米、宽 40厘米、高 20
厘米，重40斤，在一定程度上挡住了方

拥军的视线。在搬箱行走过程中，方
拥军踩到小区内部污水井盖，井盖突
然陷落，将方拥军的右小腿夹伤。他
被送到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
疗，住院19天，支出医疗费1.29万元。

该小区物业公司虽然垫付了医药
费 5000元，但认为方拥军不是小区业
主，走路时自己不小心受伤，存在过
失，物业不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不
愿再给付相关费用。

助人为乐受了伤，损失还要自己
承担？带着疑惑，方拥军求助到大连
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在律师的帮助
下，方拥军将物业公司告上法庭，要求
其承担赔偿责任。

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
认为，物业公司对其提供物业服务的

小区内的污水井具有管理职责，应当
保证污水井的井盖没有安全隐患，确
保小区业主的安全，应当承担主要责
任。方拥军作为成年人，踩在松动的
污水井盖上受伤，自己存在过失，应当
承担次要责任。

2018年 12月 12日，法院作出一审
判决，判处物业公司对方拥军的损失
承担70%的赔偿责任，扣除已给付的医
疗费 5000元，再赔偿方拥军各种损失
1.86万元。

剩下的 30%损失只能方拥军承担
吗？在代理律师王金海的帮助下，方
拥军将受益方李芳告上法庭。

法院经审理认为，民法总则第 183
条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
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

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
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
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
予适当补偿。考虑到李芳的经济情
况，其患有多种疾病，每月退休金 2568
元，法院判处李芳适当给予补偿金
4500元。

“助人为乐不要有顾虑，法律方面
有保障。”大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副
主任赵文娟说。助人为乐是指行为人
在没有约定义务，也没有法定义务的
情况下，为了使他人民事权益少受或
者免受损害而实施的制止侵害、防止
损失的行为。法律规定这种情况下，
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也是对助
人者的权益保障。

□中工网记者 刘旭

助人受伤助人受伤助人受伤助人受伤助人受伤助人受伤助人受伤助人受伤助人受伤助人受伤助人受伤助人受伤助人受伤助人受伤助人受伤助人受伤助人受伤助人受伤助人受伤助人受伤助人受伤助人受伤助人受伤助人受伤助人受伤助人受伤助人受伤助人受伤助人受伤助人受伤助人受伤助人受伤 该谁担责该谁担责该谁担责该谁担责该谁担责该谁担责该谁担责该谁担责该谁担责该谁担责该谁担责该谁担责该谁担责该谁担责该谁担责该谁担责该谁担责该谁担责该谁担责该谁担责该谁担责该谁担责该谁担责该谁担责该谁担责该谁担责该谁担责该谁担责该谁担责该谁担责该谁担责该谁担责？？？？？？？？？？？？？？？？？？？？？？？？？？？？？？？？
法院判决过失方承担70%赔偿责任，受益方适当补偿

■典型案例■

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当炊事员十九年没有养老保险

■维权巡逻车■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11
月 21日，记者从西安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获悉，该局根据《重
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办
法》（人社部令第 29号）规定，对
外公布了 2019年第三季度陕西
朱记味庄餐饮有限公司拖欠劳动
报酬案等 6起典型案例。因涉嫌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这些案件
被移送公安机关。

被通报的 6起案件中，西安
国赞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拖欠劳动
报酬案涉及人数和金额最多。

经查，安徽国都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负责人提供该公司和安
徽国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分包
合同总造价 520万元，安徽国都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陈张友核算工程实际发生量 220
万元，西安国赞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徐海军核算实际
完工量 330万元。安徽国都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在 2017年 12月至
2019年 7月期间，共支付西安国
赞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工程款
312.1万元，所付金额足以支付王
某、刘某、柴某等 59 名劳动者
2019年 2月至 7月之间工资共计
85.69万元。

经西安市长安区劳动保障监
察大队下达《责令改正决定书》
后，西安国赞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仍拒不支付劳动者工资。2019年
8月6日，西安市长安区人社局以

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依法将
该案移送公安长安分局。

据记者了解，被通报的另外5
起案件分别为：陕西朱记味庄餐
饮有限公司拖欠劳动报酬案、陕
西建达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及包工头孟方威拖欠劳动报酬
案、陕西隆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拖欠劳动报酬案、陕西赛睿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拖欠劳动报酬案
和袁成国拖欠劳动报酬案。这
些企业或当事人均在整改期限
到期后，仍未支付员工工资，相
关案件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本报讯（钟鹏程）近日，榆林市子洲
县人民法院民事庭成功调解一起劳动争
议纠纷案件，既维护了劳动者的权益，又
减轻了用人单位的经济压力。

冯某于 1999年 9月起在当地某单位
从事炊事员工作 ，同时兼有其他后勤工
作。2010年 9月底，冯某已达退休年龄。

在工作期间，该单位从未给冯某缴纳养老
保险。冯某因身体原因，于2018年3月向
该单位主动提出辞职。

辞职后，冯某以未能享受养老保险待
遇为由将该单位诉至法院，请求法院确认
双方从1999年9月起，即建立事实劳动合同
关系，并一次性赔偿其应享受的养老保险
待遇38万元。

子洲法院立案后，院党组书记、院长
郝生华对此案高度重视，一方面考虑到用

人单位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又要维护劳
动者权益，郝院长要求本案立足调解，
尽量让双方都能满意。承办法官数次找
来被告单位负责对接案件的专门人员进
行协调。 副院长曹应福、庭长马平与承办
人及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座谈，召开
审委会，就本案做了专门研讨，并向榆林市
中级人民法院请示报告。

同时，承办法官积极与原告及其亲属
沟通，本着调解优先的宗旨，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经过多次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一
致意见，由被告单位一次性支付冯某 9.8
万元，该案最终圆满画上了句号。

从近年来子洲法院对劳动争议案件
的审理情况来看，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
纠纷的类型也从单一化、简单化向多元
化、复杂化发展。因此，对劳动争议案件
的处理，不能仅仅局限于法律层面的研
判，还要从社会因素层面进行分析，才能
妥善处理好类似纠纷。

子洲法院成功调解 劳资双方握手言和

西安将6起欠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律师点评■
员工非因工受伤，有权拒绝解除劳动合同

【案例】
2018年 9月 10日，吕菲菲自

驾外出游玩时，因急转弯操作不
当，其驾驶的小车坠入河谷。在
事故中，吕菲菲虽保住了性命但
受伤严重，最后不得不住院医治、
休养6个月。

由于吕菲菲不能正常上班，
且其岗位属于“一个萝卜一个坑”，
公司便不顾其在公司工作6年的事
实，于2019年1月10日决定解除其
劳动合同，另行聘用他人。

【点评】
吕菲菲有权拒绝解除劳动

合同。
这里涉及到医疗期问题，所

谓医疗期是指职工因患病或非因
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不得解
除劳动合同的时限。对此，《企业

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
定》第三条、第四条分别规定：“企
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需
要停止工作医疗时，根据本人实
际参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单位工作
年限，给予三个月到二十四个月
的医疗期：（一）实际工作年限十
年以下的，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五
年以下的为三个月；五年以上的
为六个月。（二）实际工作年限十
年以上的，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五
年以下的为六个月；五年以上十
年以下的为九个月……”“医疗
期三个月的按六个月内累计病
休时间计算；六个月的按十二个
月内累计病休时间计算；九个月
的按十五个月内累计病休时间
计算……”

根据以上规定，由于吕菲菲
已在公司工作 6 年，其医疗期应
当为6个月，所以，公司无权与其
解除劳动合同。 □颜梅生

因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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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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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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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至 21 日，铜川市总工会女职委以
“保障女职工身体健康，提高女职工自我保健意识”
为主题，积极组织实施女职工健康体检活动，对市
属基层工会建档立卡的150名困难女职工进行免费
健康体检。 □本报记者 王何军 摄

近日，宝鸡
文理学院联合宝
鸡 市 消 防 救 援
支 队 举 行 消 防
灭 火 及 应 急 疏
散 演 练 活 动 。
为现场500多名
师 生 进 行 了 一
次 直 观 形 象 、
生 动 深 刻 的 消
防 安 全 知 识 宣
传教育。

□韩恩强 摄

多举措关爱退休职工
本报讯（王建辉）“感谢公司工会‘娘家人’为

我们退休职工又办了一件好事，谢谢你们！”11月13
日下午，中铁一局五公司工会主席李兴来到新落成
的住宅小区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时，退休老工人唐
集召激动地说。

该公司一直坚持人文情怀，持续加大退休职工
服务力度，以座谈欢送、健康体检、节日慰问、文体
活动等为抓手，为退休职工真情送关爱，充分体现
企业人文关怀。

近年来，该公司在职工退休时，由工会牵头，负
责组织召开退休职工欢送座谈会，表达对老同志几
十年工作生涯的认可及退休后生活的美好祝愿，现
场赠送光荣退休纪念品。同时，安排年度体检健康
服务、节日慰问暖心服务等。

近年来，该公司工会深刻领会上级政策内涵，
在精心做好离退休职工相关工作的同时，及时修订
完善《“送温暖”活动管理办法》，为开展工作提供制
度保障。通过政策落实到位、慰问关爱到位，多措
并举办实事，努力丰富离退休人员生活内容，增强
广大职工幸福感、归属感和自豪感，有效促进了职
工队伍的和谐稳定。

中铁一局五公司

近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康机务
段积极组织全段持有机车驾驶证人员，在国家铁路
局研发的铁路机车车辆驾驶资格信息管理系统上
进行实名注册，并由职教科牵头成立了党员认证服
务队，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职工群众倾情服务，使他
们感受到来自组织的关怀。图为党员服务队在医
院为因病住院的职工办理铁路机车车辆驾驶资格
信息管理系统注册认证。

□汤义忠 罗超 摄

■维权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