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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日，西安市雁塔区司法局、市法律援助中心等
7家单位在西安市火车站开展“法援惠民生 助力农民
工”服务周宣传活动。现场共发放《法律援助条例》《法

律援助案例汇编》《法律援助指南》等宣传资料300余份，
解答法律咨询56人，营造了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良好
氛围，使法律援助服务真正惠及于民。 □严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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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徐晶晶）近日，西安市未

央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用人单位
未给职工缴纳社保而引发的案件。

2011 年 6 月起，原告冯女士入职
被告某酒店工作。在职期间，双方先
后签订三次劳动合同，但某酒店一直
未给冯女士缴纳社会保险。2019 年 8
月 30 日，冯女士在工作中突发疾病入
院治疗，某酒店在垫付了部分医疗费
后不再支付任何费用。因冯女士家境
困难，无力承担后续医疗费，无奈申
请仲裁，后因不服仲裁裁决起诉至未
央法院，要求被告某酒店赔偿因未给
其缴纳社保造成的损失。

未央法院综合审判庭法官开庭审
理后认为，该案有调解的可能性，遂
背对背开展调解工作。经过多次与被
告某酒店沟通，对其垫付医药费的做
法表示肯定，反复释明用人单位应承

担未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的责任。
通过耐心明法释理，被告某酒店同意
调解。但原告冯女士提出被告除支
付医疗费外，还要支付病假工资、解
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等，并要
求一次性处理双方之间的劳动争议

纠纷。因双方就赔偿数额无法达成
一致意见，被告某酒店申请专业机
构进行核算，调解陷入僵局。

后又经过法官多次耐心沟通，原
被告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同意
解除劳动关系，被告某酒店一次性

支付原告冯女士医疗费、病假期间
工资、后续治疗费及经济补偿金。
拿到调解书的那一刻，原告冯女士
激动地握着法官的手说：“外面的天
很冷，但法官让我感到了温暖，感谢
你们！”

本报讯（高近博）2020年第一个工
作日，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作为协作
法院成功受理了一起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案，这是自去年 12 月份最高人
民法院在全国中基层法院全面实现跨
域立案服务以来，莲湖法院受理的首
起跨域立案案件。

当天上午，莲湖法院立案大厅接收

了一起跨域立案申请，原告系西安本地
一家企业，因其与被告就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发生纠纷，故诉至法院。因涉案工
程所在地为山东省费县辖区，莲湖法院
应原告请求作为协作法院将该案跨域向
管辖法院山东省费县人民法院立案。经
与管辖法院沟通后，莲湖法院立案庭通
过“中国移动微法院”将该案件信息发送

至管辖法院，作为管辖法院的费县人民
法院审查后成功接收该跨域立案。

去年以来，莲湖法院积极贯彻落
实上级法院关于跨域立案诉讼服务相
关要求，加大力度推行跨域立案，加强
法院之间的资源共享和业务协作，真
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
腿”，有效解决了异地诉讼难问题。

莲湖法院成功受理首起跨域立案案件

■维权动态■

事件：“派遣工”发生工伤为维权申请
劳动仲裁

2016年 8月，孙某与某人力资源公司
签订了劳动合同，以“派遣工”身份到某煤
矿上班，从事井下采煤工作。2017年 8月
1日，孙某上夜班时，由于井下潮湿路滑、
灯光昏暗，加之长时间、高强度的体力劳
动导致身体疲惫，孙某不慎掉进正在运行
的转载机内，造成右侧髋臼粉碎性骨折和
髋关节中心型脱位。孙某被送往医院治
疗，住院 30天，花去医疗费 2万余元。在
孙某住院期间，其家属向人社局工伤认定
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孙某被认定为工
伤，后又被鉴定为工伤 9级。

孙某出院后，就工伤待遇问题与某人
力资源公司和所在煤矿进行协商，但两单
位相互推脱且均不认可承担工伤赔偿责
任。无奈之下，孙某提起劳动仲裁。经仲
裁裁决，某人力资源公司向孙某支付工伤
医疗费、护理费和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共
计 5万余元。

说法：派遣单位是申请工伤认定的主体
北京市信利（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张雪

敏律师分析认为，本案值得评析的法律问
题主要有以下三点：

派遣职工发生工伤由谁申请工伤认定？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申请
工伤认定的单位主体为劳动者所在单
位。但是该条规定针对的是劳动合同制
用工，劳务派遣用工是否适用该条规定没
有明确的规定。这就造成劳务派遣单位
与用工单位在工伤认定或者职业病诊断、
鉴定过程中责任主体不清、相互推诿，导
致被派遣劳动者的工伤保险权益得不到
有效保障。而 2014年 3月 1日实施的《劳
务派遣暂行规定》则解决了这个问题。该
规定第十条明确规定：“被派遣劳动者在
用工单位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的，劳务派
遣单位应当依法申请工伤认定，用工单位
应当协助工伤认定的调查核实工作。”也
就是说，在劳务派遣职工发生工伤时，派
遣单位是申请工伤认定的主体。

如果在派遣单位拒不申请的情况下，受
伤职工也可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
条“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
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
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
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
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
定申请”的规定，自行申请工伤认定。

工伤保险责任谁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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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规定：“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
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劳
务派遣单位派遣的职工在用工单位工作期间
因工伤亡的，派遣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的单位；……”《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十条规
定：“劳务派遣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但可
以与用工单位约定补偿办法。”

据此，劳务派遣单位是承担工伤保险
的责任主体，对被派遣员工应当承担工伤
保险责任。但劳务派遣单位可以与用工单
位约定补偿办法，只是这种双方约定不能
对抗派遣单位的法定义务。

工伤可以获得哪些待遇？
因派遣单位未为孙某缴纳工伤保险，

孙某可以直接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
二条“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
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
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
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的规定，向派遣单位主张医疗费、停工留
薪期工资、住院伙食补助、护理费、一次
性伤残补助金等工伤待遇，如果孙某与
派遣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还可以主张一
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工伤就业
补助金。综上，劳务派遣职工发生工伤

时，派遣单位是法定的责任主体，应当按照
法律规定为职工申请工伤认定和支付工伤
待遇。另外，派遣单位和实际用工单位可
以协商补偿办法。 □张莉慧

一起劳务派遣职工工伤认定的启示■典型案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九十二条第二款，用工单位给被派遣
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
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
施条例》第三十五条，用工单位违反
劳动合同法和本条例有关劳务派遣
规定，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
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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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第一款第二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
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
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
劳务派遣单位派遣的职工在用工单
位工作期间因工伤亡的，派遣单位为
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法条链接

本报讯（武岳）自2019年以来，延安市养老保险经办
处将“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服务宗旨贯穿于整个经办
过程中，深入推进《文明服务五项规定》，切实将“满意服
务”的理念落实到窗口服务的各个环节，多次被评为延安
市为民服务中心“红旗窗口”。

该处首先从增强窗口人员综合素质、注重窗口人员
理论业务和思想政治学习抓起，规范窗口人员行为准则，
不断强化窗口服务意识，认真接待每一位办事群众，确保
工作人员服务规范、程序合法、办事高效；其次是规范文
明用语、提升文明礼仪服务标准，做到服务语言规范，表
达清晰准确，语气亲切温和，保持全市经办系统良好形
象；再次是全面推进综合柜员制，大力推进养老保险业务

“三级四同”，努力实现“一站式”办理、“一网办理”和“一
窗通办”；同时强化监督检查，严格落实各项文明服务考
核办法，自觉接受群众和社会的监督，确保文明服务理念
和工作纪律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延安市养老保险经办处

推行优质服务 惠及参保职工

百事通先生：
我在一家私企工作。因为效

益不好，现在企业要大批辞退合同还没到期的员工。这
家企业还说，因为我们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所以，就不
用给赔偿了。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读者 宋家勇
宋家勇同志：

首先，失业保险金与赔偿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失业
保险金是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支付给符合条件的失业人
员的基本生活费用，是对失业人员在失业期间失去工资收
入的一种临时补偿。而赔偿金是因为企业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应该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支付给劳动者的。

其次，失业保险金不能替代赔偿金。根据《劳动合
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
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
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

综上，如果企业仅在您劳动合同还未到期，且没有
其他可以单方解除合同的情况下与您解除劳动合同，
您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不能继续履
行的，企业应当支付您赔偿金。 □百事通

■职工信箱■
失业保险不能替代赔偿金

1 月 2 日 ，安康市汉阴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工作
人员举办“法援惠民生，助力农民工”法治宣传活动。
去年以来，该县共受理涉及农民工维权案件 89 件，挽
回直接经济损失147万元。 □邝国军 摄

在讨要工资的过程中，劳
动者虽处于弱势地位，但法不
容情，触犯了法律终究难逃惩

治。所以说，讨要工资须遵循法律边界。
又是岁末年初时，如何讨要自己被拖欠的工资，又

成了一部分劳动者必须面对的问题。结合曾经发生的
故事，以下 5 个案例提醒劳动者：别因方式不当导致讨
薪未果，还招来如下五宗罪过。（12月30日《劳动午报》）

抓老板，当心构成非法拘禁罪；强入住，当心构成非
法侵入公民住宅罪；毁机器，惹来破坏生产经营罪；偷财
物，当心构成盗窃罪；跳楼秀，当心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
序罪。劳动者讨要工资维护自己合法正当的权益未尝
不可，不过，正如媒体梳理的这些案例，一旦讨工资时逾
越法律规矩行事，不仅会给自己维权设置障碍，甚至会
因此触犯法律难逃制裁。

以抓老板为例，有的劳动者在讨要工资时，一怒之
下“把老板抓起来，逼他结清欠薪”。而《刑法》第二百
三十八条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
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
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
……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
规定处罚。”

还以“跳楼秀”为例，有些讨要工资的劳动者，认为
只有把事情闹大才能引起政府重视，但若是“跳楼秀”导

致阻塞交通，让无辜的群众、单位、商家、学生等遭受不
必要的损害，就极容易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而根
据《刑法》同样有着相应的责罚，比如，造成严重损失的，
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讨要工资的过程中，劳动者虽处于弱势地位，但
法不容情，触犯了法律终究难逃惩治。所以说，讨要工
资须遵循法律边界。追讨工资应用好这些合法途径：
协商、仲裁、起诉、申请强制执行、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
投诉、向法院申请支付令等方式解决。而要用好这些

“法律武器”，就需要劳动者通过不断学习增强法律意
识及维权能力。

以合法途径之一仲裁为例，工资争议属于劳动争
议，可以在仲裁申诉时效内提起劳动仲裁，劳动者可以
到劳动合同履行地或企业所在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去申请仲裁要求单位支付工资。同样，劳动者可
以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投诉。劳动部门有权责令单位
支付工资并加付赔偿金，甚至给予处罚。只要用对了，
劳动者权益就不会被肆意侵害。

当然，在讨薪的道路上也不能让劳动者“孤军奋战”。
切实加大对欠薪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落实好政府监管责
任及行业监管责任，让欠薪者无处藏身容身。做好普法工
作，提升劳动者用法本领。尤其是对于用工单位来讲，应
该依法行事，首要的一点就是保障劳动者的工资不打折。
这不仅是法律要求之必然，更是道义之所在。 □李雪

■有话直说■
劳动者讨工资须遵循法律边界

2019年12月31日，洛南县石坡镇组织市场监管
办执法人员精心开展元旦春节前食品安全大检查，执
法人员深入超市、农贸市场、粮油销售点等场所，对粮
油、肉食、海鲜、酒类、蔬菜和水果等商品进行专项检
查，净化节日期间食品市场，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确保
广大群众节日期间饮食安全。 □姚渤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