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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史红海 赵旭） 11月 26日，笔者从
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检察院获悉，今年以来，该院坚
持宣传教育、依法打击、整治规范“三箭齐发”，综
合运用“打、防、管、控”措施，推动打击整治养老诈
骗专项行动走深走实。

该院采取“线上+线下”“案例+宣传”的方
式，揭露养老诈骗手段，不断提高群众对打击整
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的知晓率。该院还建立了
动态日报、总结周报、要情随报工作机制，建立
涉养老诈骗线索台账。同时，聚焦侵害老年人
合法权益的行为，积极发挥侦查监督与协作配
合办公室职能作用，对 2019年以来办理的案件
进行“大排查、大起底”，及时掌握养老诈骗犯罪
线索，并就侦查取证、追赃挽损等方面提出意
见，引导侦查。

渭滨区人民检察院

“三箭齐发”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西咸新区养老保险经办处

大力宣传适老化服务措施

本报讯（许红艳）临近年关，西咸新区养老
保险经办处围绕“敬老助老 暖心社保”主题，
大力宣传适老化服务相关措施，为老年人答疑
解惑。

据悉，该经办处与离退休人员在线面对面、
一对一交流适老化服务，解答老年人有关养老保
险方面的疑惑，并为他们送去养老保险待遇查
询、领取资格认证、社保卡使用等操作指南手
册。同时，该经办处依托微信公众号“直播服务
窗口”，连续开展“敬老助老 暖心社保”主题直
播，在线讲解如何预防养老金欺诈，解答有关社
保卡更换、资格认证、抚恤金丧葬费领取等政策
和服务流程。

本报讯（聂姣姣）今年以来，太白县人民检
察院认真组织开展守护务工人员权益专项活
动，通过支持起诉、诉前调解、公开听证、检察建

议等方式，办理支持务工人员起诉民事检察案
件 3件、行政检察案件 4件，为务工人员提供了
优质服务。

该院建立了回访务工人员和涉案企业制度，
与相关部门建立了协作配合机制以及联合打击侵
犯务工人员权益犯罪行为长效机制，实现了线索
移送规范化、联席会议常态化、案件协商经常
化，为维护务工人员合法权益提供全方位保障。

太白县人民检察院

开展守护务工人员权益活动 临潼区法律援助中心

本报讯（雷斌） 11月15 日，西安市临潼区职工王
某的家人将一面写着“法律援助暖民心 业务精湛
解民忧”的锦旗送到临潼区法律援助中心。从寻求
帮助到解燃眉之急，王某的家人感受到了法律援助
的温暖。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10月 20日，一名女子急匆匆
走进临潼区法律援助中心，开口便说：“请你们帮帮我
家吧！”工作人员见状，连忙询问她需要什么帮助。

原来，该女子的丈夫王某是临潼区某单位门卫，
2021年 9月 30日在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摔倒，经医院诊
断为大脑动脉闭塞脑梗死、颈内动脉闭塞，至今仍瘫
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这让王某一家本就不富裕的
生活雪上加霜。王某的家人在与临潼区某单位、第三
方劳务派遣公司协商赔偿未果的情况下，向该中心
寻求帮助。

了解事情经过后，该中心工作人员立即详细了解
案情，收集整理了相关证据。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该
中心工作人员积极与临潼区某单位、第三方劳务派遣公
司沟通，讲明王某目前的情况，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努
力寻求解决之策。11月 9日，王某终于拿到了 6万余元
补偿款。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王某的家人于 11月 15日
给临潼区法律援助中心送去了锦旗。

为职工提供暖心法律援助

百事通先生：
您好！一个月前，我散步时

偶遇老板吕某驾车经过。我当
即喊老板停车，准备向老板索
要被拖欠的 15000 元工资。老
板见状，出于逃避的目的当即
驾车狂奔。不料，老板驾车撞
上路中间的古树当场车毁人
亡。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我需
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读者 沈萍萍
沈萍萍同志：

你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就应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一般情况下应看是否同时具备四
个要素，即加害行为、过错、损害
事实、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
的因果关系。而本案情形恰恰不
在其列：

一方面来说，你的行为并不
违法。

你偶遇吕某后喊其停车，准
备向其索要欠薪，这是一种正常
行为，并没有超过合理限度，也

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另一方面，你对吕某的死亡

没有过错。
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前者

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某种
损害结果，而希望或者放任该损
害结果的发生。后者是指应当预
见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某种损害结
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
者是已经预见但却轻信可以避免
的主观心态。

很明显，你的目的只是为了
让吕某支付欠薪，并没有侵害吕
某合法权益的目的和动机，根本
不知道也无法预料到吕某会为了
逃避而驾车狂奔。相反，吕某作
为一名成年人，知道你只是为了
索要欠薪，并不会对其人身、财产
构成威胁，应当对驾车狂奔可能
带来的损害之间有着足够的认
知、比较和判断。吕某我行我素
的行为，当属自甘冒险。

再一方面，你的行为与吕某
的死亡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
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吕某的直
接死因是驾车狂奔，与你讨要欠
薪之间并没有内在的、本质的、
必然联系。 □百事通

老板躲避追薪发生事故
员工应否赔偿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和大众消费的持续升级，以新产业、新
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的新经济蓬勃
发展。与此同时，新经济虽缓解了就业
压力，成为吸纳就业的“蓄水池”，但新
业态劳动者一直存在的权益保障困局，
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如何让他们工作更安心、更舒心，
现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据报载，某地一外卖骑手在送餐
途中猝死，外卖平台以“不存在劳动关
系”为由，仅给予“人道主义援助”2000
元，后因舆论发酵改为给予家属60万元
抚恤金。试想，如果没有舆论压力，这
一外卖骑手的家属该何去何从？如果
没有制度保障，众多从业者又怎能安
心工作？

另一则新闻却是好消息。宁夏银川
市的快递小哥郭军一家四口住进了盼望
已久的公租房。报道称，银川市邮政管
理局在走访调研中了解到快递小哥租房
难、租房贵等具体困难后，与当地相关部
门对接，最终经银川市政府同意，获批
258套公租房，从而圆了快递小哥的住房
梦。其实，每个城市都有像郭军一样的
务工者，他们奋战在各个行业，却在城市
一直漂泊着，就像郭军所说，之前他租房

“住在哪儿都没有家的感觉。”如今，关爱
新业态劳动者的新闻屡见报端，相信他
们在“温暖”的包裹下必将安心工作，融
入他们所在的城市。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以制度创
新推动源头治理，从顶层设计作出硬性规定，让维护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迈入了制度化、规
范化阶段。如《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
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等制度的出台，为解决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突出问题提供了有效方案。
在地方，很多城市出台政策，着力将新业态劳动者纳
入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笔者认为，只有千方百计维护好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劳动保障权益，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职业环
境，解决好他们的后顾之忧，才能让他们工作更安心，
才能不断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助
其更好融入城市生活。 □郭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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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绍

2019年 2月 20日，高某进入亚龙公司
（化名）工作，职务为技术负责人，高某根据
亚龙公司安排前往项目工地工作。

后经双方一致确认，双方的劳动关系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解除。高某离职后，于
2020年 11月 27日入职万洋公司，根据该公
司证书管理办法，一级注册建造师可享受主
项3000元/月、增项300元/月的注册津贴和

2000元/月的项目津贴。
高某2021年4月未享受注册补贴费用，

2021年 5月领取了 3000元补贴费用。2020
年 12月 2日至 2021年 2月 25日期间，高某
在微信中多次要求亚龙公司的副总邱某将
其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转出，但邱某均未给
予答复。2021年 4月 27日，亚龙公司对高
某的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注销注册，万洋公
司于 2021年 5月 14日对该证书重新注册。
高某向亚龙公司主张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
补贴费用损失，一、二审法院予以支持。

法官说法

一级建造师证书在建筑行业内具有较

高的经济价值，企业一般会给付持有该证
书的员工一定的补贴费用。根据劳动合同
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
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
明，并在 15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
保险关系转移手续。上述手续的办理是用
人单位的后合同义务，关系劳动者的再就
业权益。用人单位如果未及时履行上述义
务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应予以赔偿。

本案中，高某在亚龙公司工作时将其
证书注册在该公司名下，高某于 2020年 9
月 23日离职后，亚龙公司理应及时将证书
注销注册，亚龙公司虽辩解系因高某未申
请，但根据高某提供的聊天记录，在高某离

职后，曾多次催促亚龙公司将其证书转出，
亚龙公司一直未予理睬。

另外，结合高某新入职单位的证书管
理办法，高某可获得一级建造师相应的注
册补贴，而亚龙公司在 2021年 4月 27日才
将高某的证书注销注册，给高某造成了实
际收入损失，故亚龙公司应承担高某的证
书补贴费用损失。因高某于 2020年 11月
27日入职万洋公司，次月开始领取工资，
该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4 日对高某的该证
书重新注册，且高某已领取 2021年 5月的
证书补贴费用，故亚龙公司应当支付高某
自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4月期间的证书
补贴费用。 □王琳琳

企业扣留员工证书被判支付赔偿金

本报讯（安发）为进一步压实根治欠
薪工作责任，扎实做好根治欠薪工作，切实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近日，安康市出台
《重大欠薪案件督办问效暂行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采取强有力措施，对各类重
大欠薪案件实行挂牌督办、下沉督查、实时
督效，确保市域内每一个重大欠薪案件件
件有着落、事事有结果，推动实现欠薪投诉
月月清理、欠薪案件月月清零、责任落实月

月清查，重大案件快速有效、果断处置。
据悉，本次出台的《办法》既细化了各

类重大欠薪案件的督办范围、督办方式、
督办程序、承办时限、承办要求和上报程
序，还明确了重大欠薪案件的“问效”方式
和“追责”举措。对挂牌督办的重大欠薪
案件将实行“包调查、包处理、包稳定”工
作责任制，包案人员对欠薪案件的调查、
处理、结案、资料上报等环节严格把关、一

抓到底。对挂牌督办的重大欠薪案件办
理不力的地区，除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将被
提醒谈话、通报批评外，该地区还将面临

“责令作出检查”“扣除市对县（市、区）年
度目标责任考核相关项目分值”等处罚。

保障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劳动报酬，
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农民工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的重要举措，是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是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安全稳定的
必然要求。安康市本次重大欠薪案件督办
问效制度的建立，将进一步发挥考核“指
挥棒”作用和问责利器作用，持续压实工
作责任，不断凝聚各方力量，以此筑牢不能
欠的防线、强化不敢欠的震慑、形成不想欠
的自觉，全力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确保
全市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
民安居乐业打下扎实基础。

推动实现欠薪投诉月月清理、欠薪案件月月清零、责任落实月月清查

安康出台《重大欠薪案件督办问效暂行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