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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发病躺重症监护室

公司没给员工买社保
而是给了现金

医药费谁医药费谁来担来担？？

11月8日，38岁的黄涛
在九里堤公交中心站昏
迷，一直躺在成都市第三
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黄涛家属和保洁公司陷入
争执，上班发病，到底算不
算工伤？公司没有给员工
买社保，而是给了现钱，是
否需要承担责任？

律师表示，上班期间
突发疾病，与工作原因无
关，不能认定为工伤，但是
员工与公司的社保折现约
定，违反了法律法规，约定
无效，公司应当承担社保
报销的医疗费用。

11月13日下午，记者在九里堤
公交中心站见到了黄涛家属一行5、
6人，黄涛就是在公交站昏迷的，他
们正在等待黄涛所在的成都倍富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领导来处理问题。

“11月8日出了面，就再也没有
见过公司领导，人不见电话不接。”
黄涛弟弟说，当日是姐姐同事到家
里通知，姐姐因为昏迷送往医院，在
中铁二局集团中心医院，家属见到
了黄涛和公司人员，因为病情危急，
姐姐很快被转入成都市第三人民医
院重症监护室，在那里，倍富公司垫
付了医药费5000元。据家属提供的
医院诊断情况显示，黄涛被诊断为
颅内动脉瘤破裂出血。

“医院现在已经下达病危通知

书，因为公司不垫付费用，医院已经
停药了。”黄涛姐姐黄翠容说，家里
人都是无业人员，黄涛家庭经济情
况也不佳，仅靠一个月1800元工资
维持自己和15岁儿子的生活。

出事后，根据黄涛头上的一个
包和在场的同事陈述，家属一致认
为，黄涛是因为绊倒导致脑出血，属
于工伤，公司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家
属曾经去查询黄涛的社保情况，发
现早已停止缴费。

“现在医药费也没有办法报销，
人是在公司出事的，当然要公司出
面解决，要先救活人。”黄翠容说，公
司不出面，电话不接，而家属只想和
公司见面，让公司先垫付医疗费，至
于医疗费多少，以医院判定的为准。

家属
认为

家属： 因绊倒导致脑出血
属工伤，公司应承担责任

同事： 看到她往桌子底下缩
没扶住，额头着地撞起了包

事发时，班长杜大姐在场，她
说，早上8点左右，她看到黄涛扶着
车站通道的墙壁呕吐。

“黄涛有高血压。”杜大姐说，担
心黄涛出事，她叫了两位同事看她，
并提醒她吃药，经同事反馈，黄涛表
示自己没事，不需要吃药。

过了一会，黄涛进入员工休息
室，坐在椅子上休息，杜大姐在门外
看到，黄涛状态不对，人开始往桌子
底下缩，她赶紧上前抱起她，或许抱
得不够及时，没有扶住她，黄涛额头
着地，撞起了一个大包，同事们赶紧
拨打了120，一起将人送到医院。

事发后，家属找到她，要求她陈
述事发经过。“不管对哪方，我都是
照实说的。”杜大姐说，她管理的这
个班大概有25人，2018年8月，大家
与成都倍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
了劳动合同，员工有没有领到合同，

“我记不清楚了。”
杜大姐说，倍富公司提出给每

个员工购买社保，可是有的人提出
折现，所以，在25名员工中，一半人
选择折现，600元/人每月。以她自己
为例，她今年58岁，自己在家已经自
行购买了保险，因此不需要公司额
外购买社保。

“黄涛也是，我们是一个月做多
少，领多少工资，她上个月领了2600
元工资，其中600元就是折现费用。”
杜大姐说，员工与公司是否签订折
现书面承诺书，她表示不记得了。

据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生介
绍，颅内动脉瘤破裂导致出血有两
种情况，一种是自发性出血，还有一
种是外力引发的出血。

“从黄涛片子的情况来看，应该
属于自发性出血，摔倒摔不成这样，
但她额头上又有一个大包。”另外一
个医生表示，黄涛病情需要尽快手
术，他曾经将患者病情详细告知家
属，希望家属尽快到医院做决定，但
家属一直没有来。

公司： 将社保费用兑现的
公司还有十几个人

记者联系到成都倍富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培富，他表
示，公司之所以回避，是因为家属采
取“闹”九里堤公交中心站的方式在
解决问题，倍富物业与公交站的关
系，是承包与被承包的关系，倍富物
业负责公交站的清洁卫生。

“我们让家属提个金额，但他
们不提金额不提诉求，就是要求见
面。”向培富说，见面只会吵架和打
架，这样的态度导致双方无法协
商，只能委托第三方进行处理，譬
如走司法程序。“公司态度是很积
极的，员工发病入院，我们第一时
间派人到了医院，并且垫付了七八

千医药费。”
向培富说，黄涛入职一年多，与

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如果职工手
中没有合同，应该是职工自己忘记
领；在购买社保方面，是黄涛自己主
动向公司提出在别处购买了社保，
不需要购买社保，为此，她还向公司
写了一个承诺书，公司将应该承担
的社保费用折现给了她，一个月600
元，不过，他随后又改口700元。

“像黄涛这样将社保费用兑现
的，在我们公司有十几个人都是这
样的，我们手中有承诺书。”向培富
说，不过他拒绝透露黄涛的工资和
提供书面承诺书。

北京市君泽君（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方毅认为，如果员工的突发疾病
与工作无关，属于自发的，那么无法认
定为工伤，如果是因为工作原因绊倒，
绊倒引发疾病，则可以认定为工伤，引
发疾病的原因需要跟工作有关系。

“公司不购买保险，将现金给员
工，目前主流观点是认定无效，员工
与公司的约定属于民事约定，而约
定无法对抗《劳动合同法》，双方约
定无效。”方毅认为，如果认定为工
伤，公司需要承担工伤保险和医疗
保险两个部分的费用，若没有认定
为工伤，公司也需要承担医疗报销
的那部分费用。

四川法奥律师事务所律师杨金
玲认为，跟职业病没有关系的发病，
不能算工伤，按照正常的疾病享受
医疗费用报销。

“如果是摔倒，那有可能是工伤，
因为绊倒的原因导致脑内出血，主要
看医生认定病发的诱因是什么。”杨
金玲说，员工与公司的社保折现约
定，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损害了国
家的利益，双方约定无效。“公司应该
承担员工的损失，本来购买了社保是
可以报销的，因为没有购买无法享受
报销，公司应该承担医疗报销费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美兰
实习生 李欢 摄影报道

律 师 说 法

若没有认定为工伤
公司也应承担医疗报销费用

2018年的最后一天，成都邛崃一家医美公司组织全体约40名员
工，在火锅店举行了迎新春聚餐。当天晚上11点左右，聚餐结束后，医美
公司安排人将喝了酒的员工周女士送回家。按照周女士母亲的意思，护
送的同事把周女士送到她前夫李某那里。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9点左
右，李某发现前妻已经没有了呼吸。送医后，周女士经抢救无效而死亡。
根据医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显示，周女士的死因或与饮酒
后窒息有关。

随后，周女士的父亲、母亲还有不满7岁的儿子一同将医美公司、火
锅店及同桌的5名同事告上法庭，要求对方承担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
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100余万元。

近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从成都市邛崃法院获悉，该案目前已作
出判决并生效。法院判决医美公司按照20%的比例分担赔偿责任，算下
来约15.8万元，而周女士自身对死亡后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公司·是否担责？

VS

责任·如何划分？
家属家属：：公司作为聚餐的召集公司作为聚餐的召集

者者，，没有阻拦周女士被劝酒没有阻拦周女士被劝酒，，也没也没
有在她醉酒后及时安排送医有在她醉酒后及时安排送医

公司公司：：聚餐开始前明确表示聚餐开始前明确表示
““自愿选择饮料酒水自愿选择饮料酒水”，”，安排人将醉安排人将醉
酒员工送回家已尽义务酒员工送回家已尽义务

法院认为法院认为，，周女士对自身因过周女士对自身因过
度饮酒而导致的死亡结果度饮酒而导致的死亡结果，，具有重具有重
大过错大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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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分担赔偿责任比例分担赔偿责任，，算下来约算下来约1515..88
万元万元

追问

员工聚餐

2018年12月31日，涉案医美公司
组织了全体员工在火锅店聚餐，一共
安排了五桌。晚上8点半左右，员工陆
续到达就餐地，共有约40人出席。周女
士自己开车来到火锅店后，与同事张
建某、邝某某、张元某、陈某、康某、刘
某同桌就餐。吃饭过程中，周女士选
择了喝酒，还提出让刘某开她的车送
她回家。聚餐期间，张元某、康某、陈
某因为有事提前离开了。

晚上约11点，聚餐结束，医美公司
安排员工徐某某和刘某送周女士回家，
由刘某开周女士的车。但两人都不知道
周女士家住哪里，就从周女士的包里拿
出手机，给周女士的母亲王某某打了电
话。王某某在电话里让他们联系周女士
的前夫李某，二人正准备复婚，目前住

在一起，李某会照管她的。
于是，将近夜里12点，两名员工最

终将周女士交给了李某，并告诉李
某，周女士喝了酒。李某照顾周女士
休息时，周女士吐了，李某清洁后便
来到另一个房间睡觉。但第二天早上
9点左右，李某发现周女士已经没有
了呼吸。送到医院后，周女士经医生
抢救无效而死亡。

根据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出具
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
明，周女士“直接死亡原因，饮酒后窒
息？心源性猝死？发病至死亡大概时
间间隔1小时，引起直接死亡原因的
疾病或情况，急性酒精中毒，发病至
死亡大概时间间隔9小时”。

周女士的家人认为，医美公司作

为聚餐的召集者，违反安全保障义
务，没有阻拦周女士被劝酒，也没有
在她醉酒后及时安排送医，公司对周
女士死亡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聚
餐的火锅店也应负有提醒顾客不能
过度饮酒的注意义务。此外，与周女
士同桌的同事多次以各种形式劝酒，
导致周女士严重饮酒过量，并且没有
及时将她送医救治，同桌同事也应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最终，周女士的父亲、母亲还有
不满7岁的儿子，一同将医美公司、火
锅店及同桌5名同事（张建某、邝某
某、张元某、陈某、康某）告上法庭，要
求对方承担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
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100
余万元。

对此，医美公司辩称，在聚餐刚
开始时，与周女士同桌的张建某作为
部门负责人，就明确传达了“大家自
愿选择饮料和酒水、不劝酒”的意思，
同桌员工也表示赞同。周女士作为一
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选择饮
酒，公司及公司员工无权干涉，而且
也没有人对她劝酒或强迫饮酒。因
此，公司认为，原告所称“周女士被多
种形式劝酒”的说法并不属实。

“整个就餐过程中，她并没有表
现出任何醉酒的状态，只是精神略显
兴奋，但这都是饮酒后的正常反应。
聚餐结束后，她也是自行从火锅店二

楼走下一楼，并不存在‘不省人事’的
状况。”被告医美公司表示，周女士饮
酒后没有出现严重的不适，能够正常
行走和表达，以普通人的判断来看，
并不需要送到医院就诊。

此外，医美公司还认为，周女士
被送往医院抢救前就已经死亡，医院
对于周女士的死亡原因只是做出推
断，并未做尸检，因此她真正的死亡
原因是自身疾病导致还是与饮酒有
关，并不能确定。聚餐结束后，为了保
证她的安全，公司安排员工护送她回
家，交到她家人手中，公司认为已经
尽到了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

而火锅店表示，就餐者在其店内
进餐喝酒都是出于自愿，火锅店不主
动推销酒水，在客人需要饮酒时才会
提供。其他被起诉的同桌同事则表
示，自己并没有对周女士劝酒，就餐
中途，其中三个人因为有事还提前离
开了。

事故发生后，周女士的母亲曾以
借款的形式在医美公司借支了2万
元。庭审中，医美公司表示，如果法院
判定公司应当承担责任，那该借支款
应予以扣除；如果判定公司没有责
任，那出于人道主义，医美公司也不
会收回该笔款项。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查明的事
实，周女士在参加医美公司组织的聚
餐活动中饮酒过度，造成死亡的原因
与她饮酒过度有一定的因果联系。周
女士作为成年人，应具备自我保护的
意识和能力，在餐桌上应当根据自身
的状况选择适当饮酒或者不饮酒，并
且能够预见过度饮酒而潜在的危害
性。但周女士明知或者应当知道醉酒
的危害性，却没能控制自己的饮酒行
为。因此，法院认为，周女士对自身因
过度饮酒而导致的死亡结果，具有重
大过错，周女士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医美公司组织员工聚餐的行为
本身并无不当，也无过错。但公司在
意识到周女士已经过度饮酒可能导

致发生人身损害的危险时，仅仅是安
排了员工送她回家，交与其家人，却
没有进一步采取必要的救护措施或
者轻信能够避免。因此，法院认为，医
美公司作为聚餐组织、召集者，未尽
到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一定
的责任。而火锅店作为餐饮管理者和
餐饮提供者，没有证据证明对周女士
的饮酒行为以及因饮酒过度而导致
的死亡结果存在过错，因此火锅店不
应承担责任。

至于同桌就餐的5名同事是否承
担责任，法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
实，在就餐中途，同桌的张元某、康某、
陈某因故提前离席，本案也没有证据
证实同桌就餐的人存在劝酒、斗酒等

行为。根据法律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
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
果。本案中，原告主张“周女士被同桌
同事多次以各种形式进行劝酒，导致
她因饮酒过量致死”，但原告没能举证
证明该事实，法院不予采纳原告提出
同桌就餐者应承担责任的主张。

最终，综合考量周女士、医美公司
对导致发生该起事故所起的作用，以
及双方各自过错的严重程度等因素，
法院确定医美公司按照20%的比例分
担赔偿责任，算下来约15.8万元。此前，
医美公司已借支周女士母亲2万元，根
据双方达成的解决方案，医美公司需
要再向原告给付约13.8万元。

目前，聚餐饮酒
后死亡的情况时有
发生，同桌就餐的人
是否要承担赔偿责
任，聚餐组织者又是
否有责任，需要法律
来进一步明晰。承办
上述案件的邛崃法
院法官陈晓林表示，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
限和可贵的，不能用
金钱来衡量，无论出
于什么原因，周女士
的离世对其家人都
是严重的打击。

同桌就餐的人
是否要承担赔偿责
任？陈晓林告诉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对
此会主要审查这样
几个方面：包括同桌
饮酒者是否存在强
迫性劝酒；是否在死
者已喝醉意识不清、
没有自制能力的情
况下，仍劝其饮酒；
是否明知死者身体
状况不能饮酒，仍劝
其饮酒诱发疾病；是
否用语言刺激死者
饮酒、有斗酒行为，
足以导致死者醉酒
从而可能发生人身
损害的危险。

而针对聚餐组
织者的责任，陈晓林
认为，应当分情况审
查。比如当参与聚餐
的人因为饮酒，已经
失去或即将失去对
自己的控制能力，神
志不清，无法支配自
身行为时，组织者如
果采取放任不管的
态度，没有将其送至
医院诊治或安全送
回家中，那么组织者
也应当承担与其注
意义务相当的责任。
此外，本案中，公司
作为聚餐组织者，出
于人道主义，帮助员
工解决一些实际困
难、给予一定经济帮
助，也是公司应尽的
责任，符合情理。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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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起诉公司、火锅店及同事
索赔100多万元

公司、火锅店、同事 都应承担相应责任

公司
辩称 死者自愿选择饮酒 公司及员工无权干涉

法院
判决 员工自身承担主要责任 公司分担20%赔偿责任

同桌就餐者
是否要承担
赔偿责任？
法官：需审查

几个方面

庭审现场 法院供图

黄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