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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4年8月21日（总第6077期）

叶杨龙：李红梅申请执行你和陈培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
院（2013）观民一初字第26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观执字第 42 号执行通知书、
（2014）观执字第42号、42-1号执行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现责令你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5日内履行
本院（2013）观民一初字第264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
院将对叶杨龙名下位于安庆市开发区中兴大道与广汇路交汇处
西南侧香榭园3幢1单元1101室房产一套（产权证号：50071059）
予以评估、拍卖。限你于本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到本院领取评估
报告，领取后如有异议在10日内书面提出，逾期视为送达，不影
响评估拍卖的正常进行，本院将按法定程序进行拍卖，对上述房
屋拍卖所得价款将用于清偿相关债务，由此产生一切经济损失
和法律后果由你承担。 [安徽]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法院

黄香彬、唐叔红：本院受理闽清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执
行的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执行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1.光明评报字[2014]FA036号估价报告书（坐落于
闽侯县甘蔗镇县城新区“世纪芳洲”住宅小区1#乙104、105店面
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497.38万元）；2.（2014）梅执字第 124-1号
执行裁定书（拍卖唐叔红名下的坐落于闽侯县甘蔗镇县城新区

“世纪芳洲”住宅小区1#乙104、105店面）；3.拍卖通知书。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
达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视为对评估报告无异议。
并于自公告送达期满10日后将上述拍卖物提交网络司法拍卖，
网络司法拍卖平台网址为http://sf.taobao.com。

[福建]闽清县人民法院
余军海、舒双花：本院受理吴建华与你们、孙玉成民间借贷

执行一案，执行案号（2014）芗执字第1336号，本院已于2014年8
月 4日查封你们址在漳州市龙文区同辉嘉园 3幢 603室房屋，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芗执字第1336号执行裁定书和执行
通知书，限你们在公告期满后 3 日内履行（2014）芗民初字第
3068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还款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予以评
估、拍卖、变卖上述房屋等强制执行措施。现予以公告，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福建]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陆丰市机电设备公司：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陆丰市东港
水产养殖发展公司与被执行人你司因出资纠纷一案过程中，依

法对你司所拥有的坐落在陆丰市东海镇东海大道西侧银华路南
房地产（土地使用权：2761.8平方米）进行委托评估。现依法向你
司公告送达（2014）陆法司通字第 27-1号《通知》及深国策（惠）
预字G2014-050007号《房地产预估》。公告通知你司对“深国策
（惠）预字G2014-050007号《房地产预估》”若有异议，应在本公
告期满次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并附有效证据材
料。逾期则视为无异议，本公告经过七天，即视为送达。

[广东]陆丰市人民法院
广州彼得利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广州达莱建材有限公司、陈

月英、邓少平、何金秀：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广东广弘国际贸易
集团有限公司申请追加何金秀为本院（2012）云中法执字第16号
案的被执行人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传票、
追加被执行人案件受理通知书、证据副本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邓少平、何金秀的公告期为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2014年 12月 5日 9时整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听证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秀军、李桂秋、孙小红、房学勤、李焕庭、葛平：我院在执行
（2014）正民初字第00110号调解书过程中，依法作出（2014）正执
字第00110-5号执行裁定书，追加你们为本案被执行人，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2014）正执字第00110-5号执行裁定书，逾期视为裁定书送达。
本院强制执行。 [河北]正定县人民法院

李佰秋：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廊坊市广阳区华融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3）广执字第 441-2号执行裁定书，限你接到本通知之日起
立即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对
你名下的房产进行拍卖，请你于公告期满次日九时到河北省廊
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处选定拍卖机构，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
为送达。 [河北]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

张秀英：本院受理孙玉华申请执行（2011）广民初字第231号
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1）广执字第466号执行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的，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河北]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

北京立高防水工程有限公司、王政昌、刘俊红、北京八方兴
业成投资有限公司、北京立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爱心中立
高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展业防水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水润田丰农业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东方展业兴民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河北立高园林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展业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隋亚玲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申请人隋亚玲申请执行（2013）廊安民初字第994号民事调解
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安执字第 264号执行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自
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并对被执行人刘俊红名下的位于丰台区科技园区产业
基地东区15-D2号楼1720、1721房产进行评估、拍卖。

[河北]廊坊市安次区人民法院
卜崇斌：本院受理执行的陈莉莉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去向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鄂襄城执字第00456号执
行通知书，责令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立即履行本院（2014）鄂襄
城民二初字第00358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偿还申请执行
人陈莉莉欠款本金 240万元及利息；承担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
17727 元、执行费。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 [湖北]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

鲍振源：本院受理执行的黄宪德与你房屋买卖纠纷一案，因
你去向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鄂襄城执字第00454号执
行通知书，责令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立即履行本院（2013）鄂襄
城民二初字第01969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协助黄宪德办
理诉争的襄阳市襄城区民主路社区居委会白家巷20号房屋过户
事宜；并承担案件受理费、公告费、执行费。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湖北]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

章恺：本院执行兰海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申请执行
人兰海波申请执行〔2013〕鄂樊城屏民初字第 00036号民事判决
书确定的义务，依法委托武汉博兴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
你所有的位于樊城区何家台（襄樊市建筑总公司）1幢6单元5层
右户房屋进行评估，已作出鄂博兴襄（司法）字第2014195号报告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
异议，在公告届满后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申请重新评
估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湖北]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

湖南仁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刘扩军、湖南华悦星城置业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衡阳莱德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与你
们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责令你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
起五日内履行已生效的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法律义务及财产申
报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

文静：本院受理株洲市天元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及评估、拍卖裁定书，评估、拍卖文静所有的位于株洲市荷塘
区新华西路119号佳兴万鸿世家5栋404号（户室号504）房屋一
栋。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 3日内未
能自动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也未对评估、拍卖裁定提出执行
异议，请于公告期满后第10天上午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到株
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室随机抽取评估、拍卖机构，逾期视
为放弃权利，本院将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评估、拍卖。

[湖南]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
孙红维：本院执行的肖小玲申请执行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4）怀鹤执字第 366号执行通知书，
限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五日内按照已生效的湖南省怀化市鹤城
区人民法院（2010）怀鹤民一初字第 1090 号民事判决书履行义
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

怀化市恒光怀宁电力线路器材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刘福与你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公司办公地点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怀
鹤执字第332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履
行已生效的本院作出的（2014）怀鹤民二初字第166号民事判决书确
定的义务。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
徐晓鸣、徐晓华：本院受理的申请人刘战红与被执行人徐晓鸣、

徐晓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依法委托上海友达土地房地产评

估有限公司对被执行人徐晓鸣购买的位于溧阳市天目湖城市广场
施工编号B地块2#商业楼706号之房产进行了评估，评估价值为
57.27万元。现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房地产估价报告，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估价报告有异议，可在公告期满次日起10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法对上述房产进行公
开拍卖、变卖。 [江苏]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

无锡泰昆贸易有限公司、单贤良、姚国琴：本院受理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申请执行（2012）锡商初字第0157号、0158号民
事判决书二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
行裁定书、选择机构通知书、评估报告、拍卖通知书等文书，自公告之
日起应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主动联系本院领取相
关法律文书。本院将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评估、拍卖等强制执
行措施。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仙斌：本院受理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与你其他合同纠纷执行一案，依法委托江苏苏地行土地房产评
估有限公司对你所有的坐落于无锡市惠山区融域花园5-702房
地产进行评估，现已作出苏地行房估 2014字第WX0242号房地
产估价报告（评估价值为 84.6万元）。现予以公告送达，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院将依
法公开拍卖。 [江苏]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

李君：本院（2013）东民一初字第12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现申请执行人王桂英申请执行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文
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吉林]四平市铁东区人民法院
游春香：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何文玉与你返还原物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北执字第01011号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视为送
达。 [辽宁]北票市人民法院

孙文秀：本院执行的魏玉强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武侯执字第721号执行
通知书，责令你按照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2013）武侯民初
字第 4696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内容向申请执行人履行义务。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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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确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诉讼法》《工伤保险条例》及其他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结合行政审判实
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
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
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
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
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
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

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
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

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
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
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
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
“故意犯罪”的认定，应当以刑事侦查机
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生效法律文
书或者结论性意见为依据。

第二条 人民法院受理工伤认定行
政案件后，发现原告或者第三人在提起
行政诉讼前已经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

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
中止行政案件的审理。

第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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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职工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建
立劳动关系，工伤事故发生时，职工为之
工作的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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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单位指派到其他单位工作的职
工因工伤亡的，指派单位为承担工伤保
险责任的单位；

（四）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
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
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
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
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五）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
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
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前款第（四）、（五）项明确的承担工
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或者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

伤保险待遇后，有权向相关组织、单位和
个人追偿。

第四条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
列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

（二）职工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受
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
受到伤害的；

（三）在工作时间内，职工来往于多
个与其工作职责相关的工作场所之间的
合理区域因工受到伤害的；

（四）其他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在
工作时间及合理区域内受到伤害的。

第五条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
列情形为“因工外出期间”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一）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或者因工
作需要在工作场所以外从事与工作职责
有关的活动期间；

（二）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
或者开会期间；

（三）职工因工作需要的其他外出活
动期间。

职工因工外出期间从事与工作或
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开会无
关的个人活动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
政部门不认定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第六条 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
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
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
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
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
的上下班途中；

（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
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
的上下班途中；

（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
的上下班途中。

第七条 由于不属于职工或者其
近亲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
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
定申请期限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耽误申请时间
的，应当认定为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

亲属自身原因：
（一）不可抗力；
（二）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三）属于用人单位原因；
（四）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登记制度

不完善；
（五）当事人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申请仲裁、提起民事诉讼。
第八条 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

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以职工或
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
讼或者获得民事赔偿为由，作出不予
受理工伤认定申请或者不予认定工伤
决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已经作出工伤认
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未对第三人提
起民事诉讼或者尚未获得民事赔偿，
起诉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工伤
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
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
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
费用除外。

第九条 因工伤认定申请人或者
用人单位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
材料，导致工伤认定错误的，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可以在诉讼中依法予以更正。

工伤认定依法更正后，原告不申请
撤诉，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作出原工伤
认定时有过错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确
认违法；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无过错的，
人民法院可以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第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以前颁布
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
规定为准。

案例1

张成兵与上海市松江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工伤认定行政上诉案

——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
将承包业务转包或者发包给不具备用工
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
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因工伤亡的，用工
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一）基本案情
南通六建公司系国基电子（上海）有

限公司A7厂房工程的承包人，其以《油
漆承揽合同》的形式将油漆工程分包给
自然人李某某，约定李某某所雇人员应
当接受南通六建公司管理。李某某又将
部分油漆工程转包给自然人王某某，王
某某招用张成兵进行油漆施工。李某某
和王某某均无用工主体资格，也无承揽
油漆工程的相应资质。2008 年 3 月 10
日，张成兵在进行油漆施工中不慎受
伤。11月10日，松江区劳动仲裁委员会
裁决确定张成兵与南通六建公司之间存
在劳动关系，但该裁决书未送达南通六
建公司。12月29日，张成兵提出工伤认
定申请，并提交了劳动仲裁裁决书。上
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立案
审查后，认为张成兵受伤符合工伤认定
条件，且南通六建公司经告知，未就张成
兵所受伤害是否应被认定为工伤进行举
证。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遂于 2009 年 2 月 19 日认定张成兵受
伤为工伤。南通六建公司不服，经复议
未果，遂起诉请求撤销上海市松江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工伤认定。

（二）裁判结果
经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一审，上

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

劳社部发〔2005〕12号《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第四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
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
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
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
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
任。本案中，南通六建公司作为建筑施
工单位将油漆工程发包给无用工主体资
格的自然人李某某，约定李某某所雇用
的人员应服从南通六建公司管理。后李
某某又将部分油漆工程再发包给王某
某，并由王某某招用了上诉人张成兵进
行油漆施工。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依据上述规定及事实认定上
诉人与被上诉人具有劳动关系的理由成
立。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张成兵
在江苏南通六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
的厂房建设项目中进行油漆施工不慎受
到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据此，
维持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作出被诉工伤认定的具体行政行为。

案例2

孙立兴诉天津新技
术产业园区劳动局工伤
认定行政案

——工作原因、工作场所的认定应
当考虑是否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是否
在合理区域内受到伤害的

（一）基本案情
孙立兴系中力公司员工，2003年6

月 10 日上午受中力公司负责人指派去
北京机场接人。其从中力公司所在天津
市南开区华苑产业园区国际商业中心
（以下简称商业中心） 八楼下楼，欲到
商业中心院内开车，当行至一楼门口台
阶处时，孙立兴脚下一滑，从四层台阶

处摔倒在地面上，经医院诊断为颈髓过
伸位损伤合并颈部神经根牵拉伤、上唇
挫裂伤、左手臂擦伤、左腿皮擦伤。孙
立兴向园区劳动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园区劳动局于2004年3月5日作出《工
伤认定决定书》，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孙
立兴的摔伤事故是在工作场所、基于工
作原因造成的，决定不认定为工伤。

（二）裁判结果
经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天

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该案焦点问
题是孙立兴摔伤地点是否属于工作场所
和工作原因。《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
受到事故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该规
定中的“工作场所”，指职工从事职业活
动的场所，在有多个工作场所的情形下，
还应包括职工来往于多个工作场所之间
的必经区域。本案中，位于商业中心八楼
的中力公司办公室，是孙立兴的工作场
所，而其完成去机场接人的工作任务需驾
驶的汽车，是其另一处工作场所。汽车
停在商业中心一楼的门外，孙立兴要完
成开车任务，必须从商业中心八楼下到
一楼门外停车处，故从商业中心八楼到
停车处是孙立兴来往于两个工作场所之
间的必经的区域，应当认定为工作场
所。园区劳动局认为孙立兴摔伤地点不
属于其工作场所，将完成工作任务的必经
之路排除在工作场所之外，既不符合立法
本意，也有悖于生活常识。孙立兴为完
成开车接人的工作任务，从位于商业中
心八楼的中力公司办公室下到一楼，并
在一楼门口台阶处摔伤，系为完成工作
任务所致。上诉人园区劳动局以孙立兴
不是开车时受伤为由，认为孙立兴不属
于“因工作原因”摔伤，理由不能成立。故
判决撤销被告园区劳动局所作的《工伤认
定决定书》，限其在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重
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案例3

何培祥诉江苏省新
沂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工伤认定行政案

——关于“上下班途中”的认定

（一）基本案情
原告何培祥系原北沟镇石涧小学教

师，2006年12月22日上午，原告被石
涧小学安排到新沂城西小学听课，中午
在新沂市区就餐。因石涧小学及原告居
住地到城西小学无直达公交车，原告采
取骑摩托车、坐公交车、步行相结合方
式往返。下午15时40分左右，石涧小
学邢汉民、何继强、周恩宇等开车经过
石涧村大陈庄水泥路时，发现何培祥骑
摩托车摔倒在距离石涧小学约二三百米
的水泥路旁，随即送往医院抢救治疗。
12月27日，原告所在单位就何培祥的
此次伤害事故向被告江苏省新沂市劳动
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因
故撤回。2007年6月，原告就此次事故
伤害直接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经
历了二次工伤认定，二次复议，二次诉
讼后，被告于 2009 年 12 月 26 日作出

《职工工伤认定》，认定：何培祥所受机
动车事故伤害虽发生在上下班的合理路
线上，但不是在上下班的合理时间内，
不属于上下班途中，不认定为工伤。原
告不服，向新沂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
复议机关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作
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之后，原告诉至法
院，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
定。

（二）裁判结果
经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一审，徐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上下班途
中的“合理时间”与“合理路线”，是

两种相互联系的认定属于上下班途中
受机动车事故伤害情形的必不可少的
时空概念，不应割裂开来。结合本
案，何培祥在上午听课及中午就餐结
束后返校的途中骑摩托车摔伤，其返
校上班目的明确，应认定为合理时
间。故判决撤销被告新沂市劳动和社
会保障局作出的 《职工工伤认定》；
责令被告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
就何培祥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决
定。

案例4

邹政贤诉广东省佛
山市禅城区劳动和社会
保障局工伤认定行政案

——由于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
属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
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
申请期限内

（一）基本案情
宏达豪纺织公司系经依法核准登

记设立的企业法人，其住所位于被告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
局辖区内。邓尚艳与宏达豪纺织公司
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006 年 4 月 24
日邓尚艳在宏达豪纺织公司擅自增设
的经营场所内，操作机器时左手中指
被机器压伤，经医院诊断为“左中指
中节闭合性骨折、软组织挫伤、仲腱
断裂”。 7月28日邓尚艳在不知情的
情况下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时，列

“宏达豪纺织厂”为用人单位。被告
以“宏达豪纺织厂”不具有用工主体
资格、不能与劳动者形成劳动关系为
由不予受理其工伤认定申请。邓尚艳
后通过民事诉讼途径最终确认与其存
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是宏达豪

纺织公司。2008 年 1 月 16 日，邓尚
艳以宏达豪纺织公司为用人单位向被
告申请工伤认定，被告于1月28日作
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邓尚艳
于 2006 年 4 月 24 日所受到的伤害为
工伤。2008 年 3 月 24 日，宏达豪纺
织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注
销。邹政贤作为原宏达豪纺织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于 2009 年 3 月 10 日收到
该《工伤认定决定书》后不服，向佛
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
议，复议机关维持该工伤认定决定。
邹政贤仍不服，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广东省佛山市禅
城区人民法院判决维持被告作出的

《工伤认定决定书》。宣判后，邹政贤
不服，向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因宏达豪纺织

公司未经依法登记即擅自增设营业点
从事经营活动，故 2006 年 7 月 28 日
邓尚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禅城劳
动局申请工伤认定时，错列“宏达
豪纺织厂”为用人单位并不存在主
观过错。另外，邓尚艳在禅城劳动
局以“宏达豪纺织厂”不具有用工
主体资格、不能与劳动者形成劳动
关系为由不予受理其工伤认定申请
并建议邓尚艳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
决后，才由生效民事判决最终确认
与其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
是宏达豪纺织公司。故禅城劳动局
2008 年 1 月 16 日收到邓尚艳以宏达
豪纺织公司为用人单位的工伤认定
申请后，从 《工伤保险条例》 切实
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考
量，认定邓尚艳已在1年的法定申请
时效内提出过工伤认定申请，是因存
在不能归责于其本人的原因而导致其
维护合法权益的时间被拖长，受理其
申请并作出是工伤的认定决定，程序
并无不当。被告根据其认定的事实，
适用法规正确。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
定，判决维持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
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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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13次会议通过）

法释〔2014〕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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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于2014年
4月 2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613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4
年9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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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四起工伤保险行政纠纷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