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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翼 袁建忠 图文报道

本报讯 上班途中发现一辆
轿车翻覆后漏油，有位老太被困
车内出不来，公交五公司 502 车
队 68 路驾驶员周丰立即上前，
将老太从车内救出，并拨打 120
急救电话。

6 月 16 日上午 6 点左右，周
丰开着私家车赶往车队雪堰回
车场上班，途经太湖湾开元大酒
店附近的十字路口时，突然发现
路边有一辆银灰色的常州牌照
小轿车，四轮朝天翻覆过来，车
头对着路边绿化带，车身还留在
双向两车道的马路上。

周丰立即下车前去查看，发
现一名 60 来岁的女子站在车
旁，一脸痛苦地用手捂着胸口，
向多名围观者求助。而在轿车
后座上，有位七八十岁的老太，
头朝下被困在车内无法动弹，一
直在痛苦地呻吟着。更让人担
心的是，汽车的油箱破了，汽油
不停往外泄漏，现场弥漫着越来
越重的汽油味。

周丰先劝围观者退到安全
距离之外，并提醒大家不要吸烟
和动明火。他再到车旁用力拉
开后车门，双手探进车内，用力
托起老太的身体，将她一点点地

往车外挪。挪动的过程中，老太
不停低声叫着腿疼。将老太挪
出车外后，有位热心群众主动上
来帮忙，于是周丰托着老太的身
体，那位热心群众抱着双腿，一
起将老太放到了 30 米开外的路
边。见车上已无人员被困，周丰
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周丰与女子交谈后得知，事
发时她将车开到十字路口处准
备右转，没想到刹车失灵，车辆
顿时失控冲向路边，撞了路灯杆
再撞树，车身整个翻了过来。她
从车里爬出来后，因胸口疼痛无
力救援老太。

见人已救出且已报警，周丰
再次提醒在场众人不要吸烟和

动明火后，就赶去上班了，因为
错过了车队的早餐时间，只好饿
着肚子开工。

据了解，这已不是周丰第一
次见义勇为救人。2018 年 11
月，他发现一辆等红灯的油罐车
右后轮起火，立即拎着公交车上
的灭火器去扑救，与油罐车驾驶
员几乎同时赶到，用掉 10 多瓶
灭火器才扑灭明火，因此他被评
为当年的江苏省十大见义勇为
好司机和常州市见义勇为先进
个人。

这是他第二次见义勇为，此前，他因扑灭油罐车火灾受到省市表彰

公交司机周丰，又去救人了

■夏丹 王婷婷 徐丹 文
朱臻 制图

本报讯“我付不出工人的
工资了，想着把机器藏起来，将
来 抵 债 ，却 不 知 道 这 是 违 法
的。”昨日，记者从武进区检察
院获悉，该院近日办理了一起
非法处置法院查封财产的案
件，债务人姚某因私自搬走已
被法院查封的机器，被追究刑
事责任，判处拘役缓刑。

2020 年 12 月，姚某荣、姚
某父子俩所经营的甲公司因欠
乙公司债务，被武进区法院裁
定冻结、扣划被执行人银行存
款或查封其相应价值的财产。
然而，2021 年 7 月 16 日，乙公
司负责人赵游（化名）来到甲公
司的厂区内清点却发现，设备
的数量与大半年前查封时对不
上了。“必须要有钥匙才能进厂
区，我怀疑是他们把东西转移
了。”于是，赵游立即将这一情
况告知武进区法院执行局，执
行人员在现场调查后，确定被
查封的一台电脑自动分切机不
见了。当天，法院执行人员报
警。

经警方调查发现，自 2021
年 6 月 19 日开始，甲公司内陆
续有车辆运东西外出，监控显
示，6月20日下午，一辆卡车从
该公司内运出一台机器至镇上
一间浴室的院子里。民警到现

场查看后发现，堆放在该处的
机器正是武进区法院查封的电
脑自动分切机，而联系转运机
器的人，就是姚某荣的儿子姚
某。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嫌
疑人姚某主动到派出所接受调
查，并供述了自己在明知公司
内相关财产已被查封的情况
下，仍非法转移、藏匿机器，致
执行裁定书无法执行的犯罪事
实。

2022 年 3 月 10 日，武进区
检察院对该案提起公诉。承办
检察官凤立成认为，姚某非法
处置已被司法机关查封的财
产，其行为触犯了刑法，应当以
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因姚某在案件办理期
间自首、认罪认罚，并配合找回
设备，检察机关建议判处其拘
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法庭采
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于4
月29日开庭并作出判决。

检察官提醒，被司法机关
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财产
所有人已经失去了自由处分的
权利，被执行人应妥善保管被
查封财产，配合法院执行，积极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本案中，姚某“任性”而为，
非法转运、藏匿被查封的财产，
不仅侵害了债权人的权益，还
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和司法
权威，这是公检法联合打击的
拒执犯罪行为之一，最终受到
了法律的严肃制裁。

“任性”债务人被判拘役

■郭祥九

本报讯 今年 6 月是第 21
个全国安全生产月。15 日，常
州市圩塘康乐中心组织全体工
作人员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
训，并进行消防灭火演练、疏散
逃生演习。

圩塘康乐中心负责人表
示，中心长期住着一批失能老
年人和半失能老年人，其中还
有重残人员，一旦发生火灾，自
救逃生能力弱，救援难度大，极
易发生重大人员伤亡。通过这
次消防培训，提高了工作人员
的消防意识，普及了消防常识
及基本技能。

康乐中心进行全员消防培训

周丰被评为江苏省见义勇为
十大好司机后作为代表上台发言

事故现场一片狼藉

搬走被法院查封的机器

■胡艳 陈雯燕 张宇航

本报讯 用人单位只给员工
买商业意外保险，却不参保工伤
保险，员工发生工伤后，意外险
理赔可以替代工伤保险赔付吗？
6 月 14 日，记者从金坛法院获
悉，该院近日审理的两起案件对
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承办法官
同时提醒广大企业主：商业意外
险的赔付不能替代工伤保险赔
付，而为员工投保工伤险则是企
业的法定义务。

不 参 保 工 伤 保 险、
只买商业意外险，工伤
赔偿起争议

金坛法院审结的这起案件
很典型。许某在某家具公司从事
木工工作，双方签订了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但家具公司未给许某
办理工伤保险。一次，许某在工
作中所发生的事故中受伤，后被
认定为工伤、八级伤残。

为解决此事，双方签订了一
份《工伤调解协议书》，内容载明
由家具公司支付许某全部医疗
费用 40000 元，另一次性赔偿许
某 110000 元，包含受伤期间工
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
医疗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
及后续的医疗费等一切费用，双
方再无任何经济纠纷。

在保险公司向许某支付人
身意外伤害保险金 150000 元
后，家具公司认为，既然商业保
险已经支付了许某赔偿金，家具
公司就不应当再向许某支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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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仲裁，裁决结果支持许某
要求工伤赔偿的诉求，然而家具
公司对此结果不认可并向金坛
法院提起诉讼。

为员工办理意外伤
害保险并不免除缴纳工
伤保险的法定义务

金坛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
150000 元保险金为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金，受益人应为许某或其
近亲属，不应作为家具公司支付
给许某的工伤保险待遇款项。首
先，用人单位为员工缴纳工伤保
险系企业的法定义务，用人单位
为员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并不
免除企业为员工缴纳工伤保险
的法定义务；其次，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九条规
定，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
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
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
为受益人。许某在为公司工作时
受伤，其有权向保险公司主张意
外伤害保险金，同时有权请求公
司承担工伤保险待遇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工伤

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双方均
应按约履行。最终，金坛法院判
决家具公司支付许某一次性伤
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合计
人民币110000元。

法官指出，为劳动者缴纳社
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部分用人单位存在未依法缴纳
社保而试图采用为劳动者投保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做法进行
替代，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是不可
取的。

不止一家用人单位
这么做，目的是为了规
避责任

金坛法院近日执结的另一
起案件中也有类似情况：申请执
行人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被
认定为工伤，申请人要求公司赔
偿，其所在公司以保险公司已经
给付保险赔偿款为由，向金坛法
院提起执行异议，承办法官裁定
驳回被执行人异议请求。经调
解，双方约定以8万元了结此案，
申请执行人终于拿到了自己应
得的工伤赔偿。

这两起案件，受工伤员工所
在单位都没有给受工伤员工办
理工伤保险，只买了意外伤害商
业保险，这种做法明显是为了节
省成本、故意规避用人单位应当
为劳动者缴纳社保的义务。

金坛法院审理的两起案件提醒广大企业主

商业意外险不能替代工伤保险赔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