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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因工死亡，
谁来赔偿？

本报讯 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去看
房，哪知在下楼时误坠空置的电梯井，
导致人员伤残。日前，句容市人民法院
审理了这起身体权纠纷案件，判决房产
公司承担大部分赔偿责任。

2016年12月25日，李女士抱着5岁
的小孙子，和从外地回来的儿子去句容
某楼盘看房。在看房过程中，销售员带
领李女士一家来到位于二楼的样板间，
向其介绍房屋情况。在下楼过程中，销
售及李女士的儿子先行下楼，李女士因
怀抱小孩，视线被遮挡，匆忙间只看到

前方有个楼梯间状的出口，遂踏入该出
口。哪知该出口根本就不是楼梯间，而
是尚未安装电梯的电梯井，于是李女士
怀抱小孙子从电梯井坠落，李女士受
伤，随即被送往医院救治，房产公司支
付了医疗费及护理费共6万余元。

双方就后续赔偿事宜协商未果，李
女士于 2017年 11月起诉至句容市人民
法院。后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鉴定，
鉴定李女士的伤情构成十级伤残。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从事经营活
动的一方，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

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房产公司作
为开发企业和销售方，最可能了解房
屋及附属设施的建设情况，预见可能
发生的危险和损害，其应采取必要的
措施防止损害的发生或者减轻损害的
程度。但房产公司在房屋电梯井未安
装电梯的情况下，未在电梯井外采取
防护措施，也未设置警示标志；其工
作人员在带领李女士看房过程中，未
正确引导李女士，也未对电梯情况进

行提示，导致李女士坠入电梯井，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李女士在通行时，
未仔细观察路况，存有一定的过错，
应减轻房产公司的赔偿责任。

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对于李女士
的损失，法院判定房产公司承担 80%的
赔偿责任，共需赔偿12万余元。

（谢文龙 谢勇）

本报讯 日前，来自红旗小学的
四十多名学生及家长到京口法院第
一法庭进行参观，感受法庭文化。

未成年人和家事审判庭工作人
员深入浅出地向同学们介绍了法庭、
法徽、法袍、法槌等含义和作用，以及
法庭开庭的基本流程，其间，同学们

和讲解员积极互动，氛围热烈。随
后，同学们参观并模拟法庭，踊跃扮
演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辩护人等
角色。学生和家长们纷纷表示：“法
庭开放日不仅仅让孩子们长见识，也
使我们家长感受到了法律的神圣，同
时增长了法律知识”。

近年来，京口法院未家庭通过这
种亲历式、体验式的法治教育方式调
动同学们学习法律的积极性，在潜移
默化中让学生们感受到司法的严肃
性和权威性，增强学生们知法、懂法、
守法、用法的意识。

（魏晓虹 谢勇）

“今天我是小法官”
京口法院开放日开设小学生法制课堂

案情简介：
胡先生问，他的同事赵某某周末

与朋友一起打篮球。一个多小时后结
束，刚走出球场，突然倒地。球友急忙
拨打 112叫来救护车送医院抢救，但
最终赵某某还是因抢救无效死亡。经
鉴定，赵某某属于心肌梗塞猝死。

赵某某去世后，家属就赔偿问题
与其所在公司未达成一致，家属遂诉
至法院，要求公司依法赔偿。经查，赵
某某生前在公司已工作十余年，公司
为其缴纳了五险一金，其育有一儿一
女，均未成年。

胡先生的问题：
非因工死亡，家属可以主张哪些

赔偿？赔偿主体是企业还是社保机
构？

律师回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

十七条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
人，因病或者非因工死亡的，其遗属可
以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同时，
依照江苏省《调整企业职工和离退休
人员因病或非因工死亡待遇的通知》
（苏人社发【2012】102号）的规定，参
保人员非因工死亡的，可领取丧葬费
6000 元 ，供 养 亲 属 一 次 性 抚 恤 金
16000元，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镇江
1550*6/9/12 个月【1 个亲属 6 个月，2
个亲属 9 个月；3 个或 3 个以上 12 个
月】）。

上述赔偿均由基本养老保险统筹
基金支付。

（本期律师：江苏天哲律师事务
所 蒋顺成）

保全证据公证
能有效避免纠纷

买房卖房和装修都是生活里的大事，在此过程
中也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纠纷，怎样才有效避纠纷、
维护合法权益呢？镇江公证处相关负责人从公证角
度给出了他们的建议。

近日，有多户业主来到镇江公证处咨询，称其委
托镇江某家线上线下一体的装修公司装修房子，并
签订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没想
到该公司不但违反合同约定，长时间停工且施工节
点严重延误，并且在业主催告要求复工后，未在限定
期限内进场施工。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业主
向公证人员申请对其房屋装修现状进行保全证据公
证。

何为保全证据公证？简单来说就是将事实的客
观现状以专业的方式固定、保存下来，从而能让当事
人无后顾之忧，为其后续维权提供有力的证据保
障。在类似案件中，被侵权的业主可向公证处申请
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将房屋装修现状予以保全，这样
才能在复工无望后另行委托装修人员施工，这样既
不耽误装修的总体进程，也为之后维权提供了证据
保障。

其实，不仅是百姓买房怕遇到麻烦，作为卖方的
开发商往往也会选择使用保全证据公证来维护合法
权益。某知名房企向镇江公证处申请，为其即将开
盘的将装修楼盘所属样板房办理保全证据公证，以
免日后交房时出现不必要的纠纷。在审核相关材料
时，公证人员赶到现场，根据当事人的要求，将其指
导人员的介绍过程及样板房现状进行了保全证据，
对主要涉及“此处非交付标准”等警示标志及其他易
产生纠纷的部分现状以证据的形式固定下来。当事
人坦言，保全证据公证在一定程度上将其销售、宣传
的现状进行了固定，为避免今后出现此类纠纷提供
了有力的证据力保障。保全证据公证在日常生活中
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公证法律服务也越来越多
地渗透进千家万户的生活中。 （吴颖 笪伟）

本报讯 日前，镇江某建设有限
公司因承揽合同纠纷来丹徒法院起
诉，案情虽不复杂，但该案被告却因
强制戒毒，被关押在江苏省苏州太湖
强制戒毒所内。为此，丹徒法院民二
庭法官专门赴强制戒毒所展开了一
次特别的庭审。

原告镇江某建设有限公司 2014
年，与被告宋某签订了建筑材料供货
协议，原告依约供货后，被告却一直
拖欠材料款。后原告发现被告签订

合同使用的姓名为假名，于是向公安
机关报案，之后被告宋某偿还了部分
欠款并出具还款承诺书，约定于2017
年 6月底前还清剩余材料款，否则自
愿支付5万元违约金。还款书出具后
不久，宋某被送至江苏省苏州太湖戒
毒所戒毒。镇江某建设有限公司多
方联系未果，遂将被告诉至法院。

庭审中，隔着探视窗口，法官向
双方当事人告知诉讼权利义务，举
证、质证、法庭辩论环节一环不落的

有序展开。被告宋某称对欠款事实
没有异议，但是由于自己身处戒毒所
暂时没有能力偿还，所以希望原告放
弃违约金的主张。

经过两个小时的庭审，法官当庭
作出判决，判令被告宋某偿还25万余
元价款并支付违约金5万元。庭审结
束后，法官也向被告表达了关心，希
望他能够早日战胜毒品，重新回归社
会。 （高倩 吴安娜 谢勇）

隔着戒毒所玻璃窗的庭审
丹徒法院异地审结一起合同纠纷案件

婆媳俩因钱生隙
调解员耐心促和

本报讯 润州区七里甸街道五里社区居民张婆
婆中风后，性情发生变化，常与儿媳发生矛盾。社
区调解员闻讯后甘做“老娘舅”，经苦口婆心的调
解，日前促成婆媳俩和解。

近日，五里社区居民窦某气冲冲地来到社区，
将一张存折和工资卡往桌上一拍，情绪激动地说：

“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管她的任何事了，一切与我
们无关。”社区工作人员见状，连忙安慰并询问缘
由。原来，窦某的婆婆张某此前突发中风，经住院
治疗，病情得到了控制。老人生病期间，儿子、媳妇
忙前忙后，轮班陪护，悉心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
可老人回家不久，天天为钱唠叨，直至与儿子儿媳
翻脸。“以前，老太太的钱都由我们保管，这回她从
医院回来，心理上发生了变化，整天没事找事地吵，
生怕我们拿了她的钱后不管她了，我们真的受不了
了。”窦某诉苦道。

听了当事人的诉说，调解员当即开展工作。得
知窦某说的是气话，调解员说：“之前，大家都看到
你们是一对很孝敬父母的夫妻，怎么就为这点小事
和婆婆较劲呢？”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劝说，窦某哑了
口。

第二天，社区调解员专程登门拜访，做张婆婆
的思想工作。通过与老人拉家常，调解员弄明白了
老人的心思：老人一生勤俭，平日里总是将钱交给
儿子媳妇。这次生病住院，生怕以后再有个什么情
况，自己身上没有钱，因此对儿子儿媳不放心。对
此，调解员重点阐明了老人与儿子媳妇和睦相处的
难得与可贵，告知儿子媳妇替她保管钱物，是为了
更好地安排照料她的生活。“如果他们做得不好，不
履行赡养义务，社区一定会为您做主的。”见社区调
解员说得如此有板有眼，张婆婆的顾虑一点点地打
消了。

随后，调解员再次嘱咐张婆婆的儿子、儿媳，一
定要理解老人，关心照顾好老人。在社区调解人员
的 及 时 介 入 下 ，婆 媳 之 间 的 矛 盾 得 到 化 解 。

（方良龙 赵勇）

本报讯 近日，镇江新区姚桥派
出所民警热心救助骑车摔倒老人，受
到群众好评。

6月 29日上午 9点多钟，有热心
市民报警，称姚桥镇沙腰河闸附近有
一位老人骑三轮车跌倒了。姚桥派
出所民警潘镇迅速赶到现场，发现跌
倒受伤的老人身上多处擦伤，额头肿
起，现场留下多处血迹。民警潘镇立

即搀扶老人起来，细心地询问老人受
伤情况，并及时安排辅警联系 120救
护车。

由于天气炎热，潘镇一边小心翼
翼地将老人搀扶着走向路边阴凉处，
一边贴心地安抚受到惊吓的老人。
途中，老人还惦记着翻入路边小水沟
的三轮车。辅警徐明军边安慰老人，
边奋力将翻入小水沟的三轮车扶正

并推至路边。后来民警了解到，老人
姓张，已经 79岁，上午他骑三轮车经
过沙腰河附近，下坡的时候刹不住车
导致三轮车翻车，人和车一起翻到田
边的水沟。熟悉姚桥辖区情况的徐
明军联系到老人的家人，并与及时赶
到的120救护车一起将老人送往大港
医院救治。目前，老人已经无大碍。

（景泊 印美娟）

老人骑车摔倒 民警细心救助

40万买来一套房
“一米八”以上“谢绝入内”？

本报讯 花40万买了一套房，装修时却发现门
洞偏矮，仅有 1.8米，与国家规定的标准不符。业主
将开发商告上法院，日前，丹徒法院民一庭审理了这
起案件。

任某以 40万元的优惠价格 2015年在丹徒区购
买了一套期房，2017年交付后，任某请装修公司来装
修自己的房屋，装修工人提醒任某，家中的门洞偏
矮。任某拿尺子一量，洞口高度仅 1.8米，与国家规
定的标准不得低于 2米有明显差距。于是，他向开
发商询问，而开发商则表示可以业主自行扩大门
洞。但实际勘测后，任某发现自家房屋因大门顶边
是承重大梁无法破拆，门洞扩大未果。

任某认为开发商出售的房屋存在设计、施工承
建过错且未尽到告知义务，要求赔偿其10万元。开
发商则认为《住宅设计规范》中“门洞尺寸不低于 2
米”并非强制性规定，该房屋已通过竣工验收，达到
房屋合格交付标准，要求驳回诉请。

双方争执不下，任某向法院起诉。承办法官经
现场测量发现，原告家入户门净高度为1.82米，与邻
居家 1.98米有明显差距。房门上方为承重大梁，门
洞过小的质量瑕疵无法修复，综合考虑对房屋的美
观、通风、生活影响等因素，酌情判决被告赔偿任某
夫妇2万元。

（涂蕾 马劦 谢勇）

鱼塘垂钓触电身亡，
各方责任如何认定？

本报讯 自驾去野钓，在鱼塘垂
钓过程中，因意外触碰高压电线导致
受伤，抢救后身亡。责任由谁承担，
谁为悲剧来买单？日前，句容法院审
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4月 20日上午 8时，家住南京的
张某约上自家亲戚，驾车前往句容市
某村进行野钓，在向鱼塘塘主缴纳了
垂钓费用后，两人进入鱼塘垂钓。不
幸的是，当天 9时许，张某在垂钓过
程中，因渔竿意外触碰高压电线受
伤，后张某经医院抢救后不幸身亡。
2018年5月，张某家属向句容法院起
诉，将供电公司和鱼塘塘主告上法
庭，索赔各项损失共计56万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供电公司未
能对事故线路进行安全巡视，对存在
的安全隐患未采取有效防范措施，具
有疏于管理和监督的情况，对张某的
死亡存在一定过错。鱼塘塘主明知
在高压电线下方进行垂钓具有高度
危险，未尽到安全提示义务，采取的
防护措施不得力，也存在过错，对张
某的死亡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
责任。而受害人张某为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明知高压线下垂钓危险，
不听他人劝阻将自身置入高度危险
的环境下，其行为存在重大过失。案
件在法院精心调解下，按照各方当事
人的过错程度，最终达成一致调解意
见，由供电公司、鱼塘塘主分别承担
10%和20%的赔偿责任。

承办法官提醒广大钓鱼爱好者，
要注意垂钓安全，选择安全的钓鱼
点，远离高压线。同时，电力部门应
在容易引发事故的地段，多设置安全
警示标志，尽量避免此类悲剧的再次
发生。 （耿琎 朱嘉欣 谢勇）

本报讯 结婚时男方给付女方
彩礼是我国最常见的婚礼习俗，可如
果给付彩礼后二人并未领证，也未共
同生活，那么，彩礼能否要回呢？日
前，句容市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追
讨彩礼的案件。

郑某与李某是高中同学，二人于
2016年底确立了恋爱关系，并于2017
年上半年举行了婚礼。但令人惊讶
的是，“妻子”李某在结婚后不久就消
失不见了，二人也未进行结婚登记。
郑某傻眼了，虽然举办了婚礼，但是
没有结婚登记，两人依旧不是夫妻，
自己之前给付的彩礼，为李某买的

“三金”都和李某一起消失不见了，正
是“人财两空”啊，郑某在情感上受到
了很大的伤害。

无奈之下，郑某只好将李某及其
父母起诉至句容市人民法院，要求返

还彩礼、“三金”及举办酒席花费的费
用。庭审中，李某并未出席庭审，其
父母和代理人则辩称二人感情良好，
李某一直以来都是愿意和郑某结婚
的，没有领取结婚证是因为二人想一
起找一个“好日子”如 5月 20日或者
七夕等，“三金”则在郑某处保管，李
某只是在结婚时戴了一下，对于举办
婚礼的费用，李某方认为他们也花费
了很多费用，不应该返还。

双方各执一词，但法庭根据双方
提供的证据查明了事实：郑某与李某
相识多年，2016年下半年双方确定恋
爱关系后筹备婚礼。李某列出彩礼
单，要求郑某给付彩礼 68000元，“三
金”价值计 30000元。郑某于 2017年
3月购买金手镯一只、金项链一条、金
耳钳一副交给李某。2017年 3月 15
日，郑某与其聘请的两媒人一起将最

后商定的彩礼 62600 元现金交给被
告。2017年 4月 15日二人举行了婚
礼，但婚礼后，李某便离家不归，其间
一直联系不上，结婚登记一直未能办
理。通过郑某提供的聊天记录表明

“三金”确实在李某处保管。
承办法官审理认为，根据我国相

关法律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
俗给付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
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双方未
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双方办理结婚
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婚前给
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本案
中郑某与李某仅举行了婚礼，未办理
结婚登记手续，也未共同生活。郑某
主张应予支持。最终，法院根据双方
提供的证据，依法判决李某方返还郑
某彩礼62600元及“三金”饰品。

（王子旗 谢勇）

未领证也未共同生活，彩礼能否要回？

看房时坠入空置电梯井，
房产公司是否应该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