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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劳动关系是社会关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劳动关系是企
业发展的生命力，也是构架和谐社会
的基本要求。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落实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辖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11 月 26 日，天
宁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2016
年-2018 年期间立案受理的劳动争
议纠纷案件审判执行情况，并发布

《涉诉劳动争议纠纷白皮书》及十大
典型案例。

2016 年-2018 年，天宁法院共受
理劳动争议纠纷民事案件 889 件，审
结 891 件，总体保持了收结案的良性
循环。从案由分布情况看，劳动合同
纠纷占比最大，追索劳动报酬、劳务派
遣合同、工伤保险待遇、确认劳动关系
等纠纷案件的数量均有不同程度上

升；受理涉劳动和社会保障类行政案件
46 件；受理涉劳动争议执行案件 2044
件，结案 2128 件，分别占同期执行案件
收案量的 13.15%，结案量的 13.73%，实
际执结率及执行到位率远远高于普通执
行案件。

白皮书通过数据分析，提炼出了劳
动争议纠纷案件呈现的三个显著特点：
劳动者的诉请呈多样化趋势，复合型请
求较为突出；同一劳动者针对不同请求
分别起诉，累诉现象时有发生；劳动者集
体维权意识增强，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
增多。

白皮书同时从用人单位管理、劳动
者维权、审判实践三个层面总结了劳动
纠纷审执过程中反映出的突出问题：用
人单位怠于管理、管理不规范、违法管
理；部分劳动者缺乏证据意识、风险意

识、诉请期望过高以及电子证据认定难、
不诚信诉讼行为频繁发生。

预防和化解劳动争议纠纷，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通过
法院、劳动仲裁机构、劳动行政管理部
门、劳动者、用人单位乃至全社会的共同
努力，才能不断提高预防和化解劳资纠
纷的能力和水平，努力创造出良好的劳
资关系和就业环境。为此，白皮书建议：
用人单位加强用工管理，不断提高用工
管理水平，包括严格落实“劳动基准”的
规定；建立健全劳动档案制度；依法足额
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建立规范的用
工管理制度；完善企业内部调解制度。
劳动者应依法理性维权，全面履行劳动
合同义务，包括履行劳动义务，服从单位
管理；强化证据意识，提升维权能力；恪
守诚信原则，依法理性维权。法院审判

中应着力破解实践难题，推动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包括加强裁审衔接，合理化解
纠纷；加强证据审查，合理分配举证责
任；督促履行执行义务，实现劳动者合法
权益；规范行政执法程序，促进行政机关
依法行政；借力社会管理创新，延伸能动
司法效果。

天宁法院同时发布了2016年-2018
年度十大劳动争议纠纷典型案例。其中
既有用人单位违法用工、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承担赔偿责任的案例，还包括了
劳动者违反企业规章制度，造成企业
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案例。天宁法院
希望通过发布上述典型案例，引导形
成用人单位规范人事管理、合法用工，
劳动者遵守规章制度、努力工作的和
谐劳动关系。

（天法 庄奕）

劳动者集体维权意识增强

我市首份涉诉劳动争议纠纷白皮书公开发布

劳动合同纠纷占比最大

小手拉大手，让感恩成为习惯。近日，天宁区红梅东村幼儿园组织孩子们走进养老院、派出所、老小区物业和快
递站，将一幅幅充满童趣的儿童画送到这些城市奉献者的手中。图为孩子们在玖恒爱心护理院陪长者聊天，给老人
们带来欢笑。 童华岗 朱薇图文报道

本报讯 张某、伍某与普某相约
去水库游泳，期间普某落水身亡。经
调查，张某、伍某明知普某刚喝过酒且
手部有伤，仍与之一同游泳，将要承担
什么法律责任？近日，溧阳市法院对
该案进行宣判，判处张某、伍某支付赔
偿款13万余元。

该案发生于 2017 年 5 月的一天，
手部受伤打着石膏的普某饮酒后与伍
某、张某到水库游泳，3 人随后将停放
在坝埂上、没有上锁的蓝色塑料小船
推到水中。返回时，普某不慎落水，伍

某、张某将他救上船后继续乘船返
回。然而当 3 人的小船距离岸边还有
十几米时，伍某、张某跳入水中打算游
回岸边，普某再次落水，两人营救未
果，普某随后溺水身亡。

悲剧酿成后，普某的父母将伍某、
张某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
等各项损失共计22万余元。

法院在审理中认为，伍某、张某在
明知普某饮酒及手部受伤行动不便的
情况下，不仅没有劝阻，反而仍与他一
同前往水库游泳。在普某第一次落水

获救后，伍某、张某二人理应对相对较
弱的同行人普某尽到更多的安全注意
义务与相互扶助义务。但在返途中，
两人不顾普某安危先后下船游回岸
边，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已经构成
侵权，对于普某的死亡应承担相应的
共同赔偿责任。

结合过错性质、表现形式等因素，
法院依法确认伍某、张某应承担 30%
的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伍某、张
某支付普某父母赔偿款13万余元。

（小波 黄晔）

醉酒者游泳溺亡 俩同伴赔13万余元

本报讯 在传统观念里，立遗
嘱是老年人考虑的事。但昨天，记
者从溧阳市公证处了解到，因为年
轻人的文化水平高，思想观念更开
放，越来越多的“80后”乃至“90后”
已经加入到立遗嘱的队伍中，早早
安排好“身后事”。

小芳年仅二十多岁，刚参加工
作不久，在一次单位体检时查出肝
癌晚期，考虑到家庭关系复杂，目前
到溧阳市公证处办理了遗嘱公证。
小李与小杨为再婚夫妻，均为二十
多岁，考虑到双方财产均为各自再
婚前所购置，或是父母出资购买，为
防止今后因意外死亡发生财产纠
纷，也到溧阳市公证处办理了遗嘱
公证。小张是名“90 后”的空姐，常
年在空中飞来飞去，为防止出现意
外而导致财产纠纷，也到溧阳市公
证处办理了遗嘱公证。

目前，办理遗嘱公证的主力军
仍 然 以 65 周 岁 以 上 的 老 年 人 居

多。以溧阳市公证处为例，办理遗嘱
公证的当事人的年龄层次从 20 多岁
到 80 多岁。但近年来，“80 后”或“90
后”立遗嘱并办理公证的正逐年增多。

年纪轻轻有必要立遗嘱吗？随着
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网店、游戏货币、
手机号码、微信账户中的余额、支付宝
账户中的余额等都是财产的一部分，
遗嘱涉及的财产不再是传统的房产、
银行存款、理财产品、公司股权等不动
产或动产，更涉及到虚拟财产。再加
上年轻人性格不沉稳，离婚率攀升，交
通事故死亡率也较高，加上常年作息
不规律，时有猝死事件发生，立遗嘱成
为必要选择。此外，现在的年轻人基
本上为独生子女，几代财富均集中于
他们一身，如发生意外，极易发生财产
纠纷，有了遗嘱则大大减少纠纷发生
的可能。最后，年纪越老，所立遗嘱的
法律效力越可能被司法机关或相关部
门否认、质疑，办理公证手续也越难。

（王彬彬 庄奕）

关心身后事不再是老年人“专属”

越来越多“90后”立遗嘱

本报讯 因未给员工缴纳工伤
保险，在员工受伤后，公司赔偿了医
疗费用加工伤赔偿21万元。之后，
该公司以导致员工受伤的机器存在
质量为由向厂家追偿全部损失。日
前，天宁法院作出判决，支持了追偿
部分医疗费用，工伤赔偿部分由该
公司自行承担。

张某在某企业上班，做操作
工。去年 7 月，因操作的机床砂轮
飞出，张某眼部受伤，花费医药费 5
万元。去年12月，新北区人社局作
出了工伤认定，之后，张某的伤残程
度被鉴定为工伤7级。

因公司没有为张某缴纳工伤保
险费，今年 3 月，经调解，公司赔偿
张某医疗费用 5 万元，并赔偿一次
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
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停工
留薪期工资等16万元。

赔偿完后，公司认为，导致张某
受伤的机器存在质量问题，应该承
担所有损失。为此，公司与供应商
协商，不料对方并不认可。今年 4
月，公司遂向天宁法院起诉，要求供
应商赔偿21万元。

未缴纳工伤保险费，因第三人侵
权导致的工伤事故，用人单位支付工
伤保险待遇后的追偿范围如何确定？
供应商要不要承担所有的损失？江苏
益同盛律师事务所周中林律师接受供
应商的委托，查找到了 2017 年 7 月 3
日江苏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印
发的《江苏省劳动人事争议疑难问题
研讨会纪要》，其中第14条规定，用人
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劳动者
因第三人侵权造成人身损害并构成工
伤的，用人单位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
遇的，可以就工伤医疗费用在第三人
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内向其追偿。
也就是说，张某所有公司虽然赔偿了
21 万元，但并不当然有权向应供商追
偿全部损失，只能追偿医疗费用。

周律师以上述意见为供应商辩
护，同时指出张某所在公司安全生产
管理混乱，具有过错，应当承担部分
责任。

经过几番庭上交锋和调查取证，
法院最终采纳了供应商方的辩解意
见，日前，法院作出判决：供应商赔偿
医疗费用的 70%即 3.5 万元，驳回其
他诉讼请求。 （芮伟芬）

未交工伤保险
工伤赔偿自掏腰包

11 月 25 日下午 2 点多钟，江苏通用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养护人员巡
查至 233 国道溧阳段小山头村附近时发现，道路一侧的施工围挡倒塌在
路面上，占据半幅行车道，慢车道更是被团团围住，过往非机动车只能
在行车道上通行，危险重重。路政执法人员闻讯立即到场，责令施工方
清理倒塌的围挡并重新设置围挡，保障道路安全。

张国芳 芮伟芬图文报道

施工围挡挡了路

本报讯 利用他人身份证成立
运输公司，短短 10 个月内，就虚开
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 3 亿余元，涉
及全国 21 省、市、自治区。经过 1
个多月的艰苦侦查，日前，钟楼公
安成功破获该起涉税大案，以蒋
某、顾某为首的 5 名犯罪嫌疑人被
抓获归案。

今年 10 月，钟楼公安分局接
到线索：常州有两家运输公司存
在虚开发票的嫌疑，涉案金额巨
大。钟楼警方高度重视，迅速成
立专案组，经查，该两家公司系由
同一团伙控制，主要犯罪嫌疑人
为蒋某，其手下有多人从事虚开
增值税发票。

10 月 17 日，钟楼警方对该立案
侦查。经调查发现，该团伙利用他人
身份注册成立两家运输公司，以支付
8%开票税点的方式从上海、福建等
地购买发票作为进项发票，后以收取
开票费的方式向江苏、浙江、安徽等
地企业出售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从中获利。

据统计，短短 10 个月，蒋某犯罪
团伙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5600 余
份，价税合计 3 亿元，涉案税额 3500
余万元，涉及全国 21 个省市自治区，
严重扰乱国家发票管理和税收征管秩
序，造成国家税款大量流失。目前，该
案仍在进一步深挖中。

（芮伟芬 费星玮）

钟楼警方破获亿元涉税大案——

两货运公司10个月
虚开增值税发票3亿余元

本报讯 近日，溧阳法院执行局
组织对一批老赖进行强制执行，对 2
名拒不接受传唤的老赖实施行政拘
留。

史某是溧阳某煤场的工人，在上
班期间受伤，花去了数万元医疗费。
煤场经营者潘某却拒不支付，在劳动
仲裁部门裁决后仍我行我素，史某遂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干警到达煤场后，潘某正在
办公室，干警依法对其实施了拘传。
被拘传至法院后，潘某终于认识到了
自己的错误，立刻履行了 2 万元执行
款，并与史某达成和解协议，剩余执行
款将分期支付。为督促他履行协议，
法院扣押了一套煤场生产设备，待执
行款全部支付完毕后交还。

2014 年 5 月，王某用啤酒瓶砸伤
了熊某的头部并刺伤其腹部，致使熊
某二级重伤。案发后，经溧阳市检
察 院 调 解 ，王 某 应 赔 偿 熊 某 29 万
元，可是在支付 18 万元后，剩余赔
偿款却赖着不给了。熊某遂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干警找到了王
某，王某不愿被传唤，发现无法逃脱
后竟将点燃的烟头扔到法警身上。
因抗拒执法，法院依法对其处以司法
拘留15日。

丁某向他人借款 3 万元后拒不还
款，因他常年不在溧阳，案件一度陷入
僵局。在本次集中执行活动中，执行
干警前往丁某家中时恰巧碰到丁某。

起初，丁某面对执行人员谎称其
是丁某朋友，在执行人员多番盘问下，
只好承认自己就是丁某；随后，丁某假
装打电话筹款，却突然逃跑，在跑出 1
公里后被执行干警抓获。被传唤到法
院后，丁某不得不支付了全部借款，还
受到了罚款处理。

（小波 王涛）

溧阳法院开展集中执行

两名老赖被拘

本报讯 到酒吧玩，俞某出手大
方，消费 2000 多元，过后想想有些舍
不得，竟然报警称遭到抢劫。因涉嫌
报假警，俞某被警方行政拘留15天。

11月26日早晨8时许，市公安局
巡特警支队接到警情推送，市民俞某
称遭遇持刀抢劫，抢劫者是在酒吧工
作的女子刘某。民警随即会同五星派
出所警力开展侦查，很快查明了嫌疑
人身份，上午10时许在北港宝龙广场
抓获了刘某。

得知自己被人指称抢劫，刘某大
呼冤枉，说根本没这回事，肯定是前一
晚消费的客人起了误会报的假警。警
方随即查找报警人，中午11时许将俞
某抓获。

眼看民警找上了门，俞某顿时慌
了。据他交代，前一天晚上他到酒吧
玩，订了刘某的包厢，为显示自己大
方，消费了 2020 元。后来，他请刘某
到宾馆陪他，见他喝得有点多，刘某说
送他去。到宾馆后，俞某去开房，刘某
去了洗手间。可俞某没带身份证，房
间没开成，转身没见到刘某，认为刘某
欺骗自己消费，一气之下就报警遭遇
抢劫。 （芮伟芬 赵华）

钱花了舍不得
报警称遭抢劫

本报讯 年仅 20 多岁的小陈本
想结识女友，却被骗进了传销组织，更
不幸的是，他在团队的一次集体活动
中溺亡。近日，溧阳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带他出游的夏某因非法拘禁罪，获
刑2年2个月。

夏某是当地一传销团伙的一名成
员。今年 5 月，该传销团伙的一名成
员张某为提高业绩，积极发展下线成
员，将主意打到了同乡小陈身上，在
与小陈网络交谈多次之后，以为其介
绍女朋友为由，将小陈骗至溧阳该传
销团伙的窝点。小陈被骗至传销组
织不久，该传销组织就到附近的一个
公园进行集体活动。下午 4 时许，各

成员三五成群，相继回窝点，最后只
剩下夏某和小陈，小陈不知出于何种
原因，提出想下河游泳。夏某劝其不
要下水，但还是未能阻止，最终陈某
因体力不支溺亡。见大事不好，夏某
随即报警，但为时已晚。民警将夏某
带回派出所询问情况时，发现夏某言
辞闪烁，觉得他存在较大可疑，仅几
个回合，夏某就招架不住，交代了事
情的经过。

尔后，溧阳检察院以非法拘禁罪
起诉夏某。公诉人认为，本案系典型
的非法拘禁案件，且是共同犯罪。在
非法拘禁的共同犯罪过程中，造成了
陈某死亡的结果，属于加重情节，应在

10年以上量刑。
夏某的辩护人、江苏天目湖律师

事务所律师李春雷认为，拘禁行为不
是死亡的直接原因，死亡不能作为加
重情节。首先，夏某在拘禁小陈的过
程中，未使用“暴力摧残”或者“其他虐
待”手段；另外，本案没有证据显示小
陈的死亡是因为夏某等人的非法拘禁
行为致使其投河自杀，应当在 3 年以
下量刑。

法院经过多次开庭，最终采纳了
辩护人的意见，认定死亡结果与非法
拘禁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判决夏
某有期徒刑2年2个月。

（史云霞 庄奕）

男子误入传销陷阱 下河游泳竟溺亡

本报讯 一群只有 10 多岁的孩
子聚在一起吃喝玩乐，没钱了就撬盗
店面房。11 月 21 日凌晨，我市公安
局巡特警支队快速出击，赴无锡将这
个团伙 7 人全部抓获，一举破获案件
50余起。

11 月以来，我市河海辖区发生多

起盗窃店面案件，案值数万元。巡特
警支队便衣队会同河海派出所开展调
查，发现多起案件系同一团伙所为，其
中 3 人为固定成员，其他成员随机参
与，作案后乘坐黑车逃往无锡。

便衣民警多次前往无锡摸排，发
现该团伙居无定所，经常在无锡滨湖

区的浴室、小宾馆落脚。
11 月 20 日凌晨，当团伙主要成

员吴某、田某再次作案时，民警将他们
逮个正着。第二天凌晨 1 时许，民警
分 3 组在无锡滨湖区某超市、浴室和
KTV分别抓获其余5名成员。

经突审，该团伙成员平均年龄不
到 16 岁，却全部有盗窃前科，平时纠
集在一起流窜作案，以盗窃店面房为
主，今年 10 月以来，在全省串案超过
50 起 ，仅 在 我 市 就 作 案 20 余 起 。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处理中。

（芮伟芬 赵华）

疯狂作案50余起

一伙小贼疯狂洗劫店面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