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案情
小王为购买树苗，向小李借款

五千元钱，借款到期后小王仍未归
还借款。即使在法院判决小王归还
借款后，小王也熟视无睹。小李无
奈之下，只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中，法院根据小李提供的
线索对小王的银行账户进行了冻
结，促使小王认识错误，及时归还借
款，并承担了逾期罚息和执行费。

法理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一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
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
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
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
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
行。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
他法律文书，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
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
行。”

申请执行一般需要强制执行申
请书、执行依据法律文书、申请执行
人身份证明材料、被执行人财产线
索等材料。其中，强制执行申请书

主要包括申请人信息、被执行人信息、
执行依据、申请执行事项等内容，由申
请执行人按照法定格式填写完整，并

在申请书落款处签名或按手印，并注
明申请日期。还需要提供自己的身份
证明材料以及送达地址确认书。

需要注意的是，为进一步提高
执行到位的机率，申请人在申请执
行中，应当向法院积极提供被执行
人财产线索，主要包括被执行人工
作单位、家庭住址、银行账户、房产、
车辆、有价证券等财产线索。提供
的线索越详细，对执行的帮助越大。

法官提示
当事人在胜诉后，要妥善保管

判决书、调解书等材料，以备未来申
请执行时提供。如果不慎遗失，可
以携带身份证，到法院档案室调取
相关判决文书。同时，提交执行申
请后，并非一劳永逸，应当积极向法
院提供被执行人下落、财产等线索，
确保自己的胜诉权利及时得到兑
现。日常经济来往中，交易双方都
应该做一个有心人，及时收集必要
信息，避免产生纠纷后的被动。

□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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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电梯知识 安全使用电梯
“平安出门第一步，安全回家最

后一程”，电梯已成为百姓日常生活
必不可少的代步工具。目前我区电
梯数量约 2600 余台，其中住宅电梯
约 1500 余台。近年来，随着电梯数
量的不断增长及使用频次越来越
高，一些单位电梯安全管理不到位，
部分乘客不文明使用电梯，导致电
梯运行故障发生率有所上升。

市民沈女士于 2019年 1月向市
场监管部门投诉，自己在乘坐电梯
时，电梯内使用标志检验日期已过
期，特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怀疑所
乘坐电梯不安全。

那么如何识别所乘电梯是否安
全？乘客乘电梯，首先应看看电梯
里有没有挂“特种设备使用标志”的
牌子；其次看上面有没有电梯的注
册号、注册机构、检验单位、检验有

效期、电梯维保单位等项目。如过了
有效期属无证使用；再次看电梯内是
否有乘客须知或乘客注意事项；最后，
看电梯内是否有应急救援电话。乘客
遇见不符合以上要求的电梯，都可以
向市场监管部门局举报。

2018 年 9 月，某小区居民多次向
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所在小区电梯多
次发生故障，给小区居民的正常生活
带来了不便。

那么电梯在发生异常情况时，乘
梯人应该如何应对呢？不要惊慌，电
梯不是密闭空间，没有窒息危险。乘
客在轿厢内，轿厢无论因何种原因而
停止或不启动，且不能自动打开门，此
时乘客应保持冷静，不要采取任何过
激的行动（比如：扒门或撞开轿顶天花
板上部的安全窗向外爬等）。

正确的做法是：拿起轿厢内操纵

盘上的电话机，根据上面的提示拨号
救援；或者按下操纵盘上的电话按钮，
向外部报警救援。被关在轿厢内的人
员，切莫采取自行扒门或爬出电梯轿
厢等不安全的行为，以免引发安全事
故。应该等待外部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释放，在专业人员到来进行救援时，一
定要通过电话或喊话，听从救援人员
的指挥，配合救援人员的行动，以保证
所有人员的安全。

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
醒广大市民，正确使用电梯、正确应对
电梯突发状况，如发现在乘用电梯的
过程中有任何异常情况可以拨打电话
69614944 进 行 举 报 ，让 我 们 共 同 努
力，确保我区电梯的安全使用。

使用电梯时，以下这些坏习惯一
定要改掉！

1.电梯门正在关闭时，用手、脚等

阻止关门。
2.电梯门没关的时候伸手伸

脚，探头探脑。
3.将携带的物品放在空隙处阻

止梯门关闭。
4.反复按电梯按钮或者每层按

钮都按一遍。
5.乘坐电梯时用手扒电梯门。
6.在电梯运行过程中倚靠在电

梯门上。
7.在电梯里抽烟、丢弃烟头或

使用明火。
8.电梯门没开就用手扒门。
9.逆行、攀爬、玩耍、倚靠或争

先恐后。
□ 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供稿

乘坐符合要求的电梯

☆以案说法

【案例简介】
曹某于 2013 年 3 月 1 日进入上海

某玻璃公司工作，公司未为曹某缴纳
工伤保险。2014 年 3 月 1 日，曹某签
字确认了“双方协商放弃社保确认
书”。2014 年 10 月 9 日，曹某在工作
中受伤，治疗结束后医疗机构为曹某
开具了 4 个月的建议休息证明，公司
已支付了曹某所有的医疗费用，并支
付了曹某休息期间的工资共计 3000
元。2015 年 2 月 15 日，曹某所受之伤
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
伤；2015 年 3 月 21 日，曹某所受之伤
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伤残等级
为十级。2015 年 4 月 9 日，曹某委托
律师向公司寄发律师函，以公司未为
曹某缴纳社会保险、未支付加班工资
等行为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为由，解
除了与公司的劳动合同，并要求公司
支付经济补偿金以及工伤待遇等。公
司拒绝支付工伤待遇，双方协商未果，
曹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要求公司支付工伤待遇。

【争议焦点】
双方协商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用

人单位是否可以豁免工伤待遇支付责
任？

【仲裁结果】
被申请人以双方协商一致不缴纳

社会保险费为由未为申请人缴纳工伤
保险与法律规定相悖。根据《工伤保险
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
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
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
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故
此，申请人因工受伤情况下可享受的工
伤保险待遇应由被申请人按规定予以
承担，被申请人关于因双方协商一致不
参加社会保险导致的后果由申请人承
担的主张于法无据。

【案例评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七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
会保险费。”用人单位依法为劳动
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其法定义务，
也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并非劳动
争议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并不
以双方的意志为转移。即使双方约
定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或劳动者明确
要求不缴纳社会保险费都是违反了
法律的规定，这样的类似约定都与
法律相抵触，自然无效。

劳 动 者 因 工 负 伤 ，用 人 单 位 根
据国家规定给予劳动者有相应的工
伤待遇。《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
条规定，依照该条例应当参加工伤
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
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
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
和标准支付费用。

本 案 中 ，双 方 协 商 不 缴 纳 社 会
保险费的行为，违反了《劳动法》和

《社会保险法》关于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
会保险的规定，故曹某的工伤待遇
应全部由用人单位承担。依法缴纳
社会保险费，参加工伤保险，对于及
时救治和补偿受伤职工，保障工伤
职工的合法权益，分散用人单位的
工伤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

崇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地址:城桥镇东门路178号
电话: 69693336

双方协商双方协商
不缴纳社保费不缴纳社保费，，
单位就能豁免单位就能豁免
工伤待遇支付工伤待遇支付？？

☆法治与平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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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程序要明了 申请材料不能少

乘坐电梯时如何应对紧急情况

相关链接：

7 月的一个晚上，奚某和徐某
约刘某谈生意，在某饭店宴请刘
某，为了做成生意，奚某和徐某对
平时不太会喝酒的刘某劝酒格外
殷勤，刘某感到盛情难却，只好一
杯接一杯地往下咽，渐渐感觉身体
不适。

酒足饭饱之后，徐某提出去隔
壁的 KTV 唱歌放松，刘某提出想回
家休息，但奚某和徐某表示如果刘
某不去，就是看不起自己，一定要邀
请刘某一同前去，刘某推辞不了只
得过去。

到 了 KTV，刘 某 感 到 极 度 不
适，直接倒在了沙发上。奚某和徐
某见状赶紧叫来了救护车送医，但
最后还是晚了一步，刘某经医院抢
救无效死亡。

刘某的妻子高某要求奚某和徐
某给付人身损害赔偿，但奚某和徐
某认为没有强逼刘某喝酒，也不是
故意要杀害刘某，所以不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各方就赔偿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最终三方申请调解，经调解三方

达成一致协议：根据人身损害赔偿标
准以及三方认可的责任认定，徐某赔
偿高某人民币十五万元、奚某赔偿人
民币五万元。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
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
没有过错的，也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同时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

“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
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
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应当支
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
生活费等费用。”及《民法通则》第一百
三十一条“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
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
任。”本案中，首先，刘某是一名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具备预见

自己行为后果并加以控制的能力，却
放任对自身的控制，应当对事件负主
要责任。但是奚某和徐某明知刘某酒
量小，也明知过量饮酒会损害刘某的
身体健康、甚至会危及生命，却仍不顾
后果一再劝酒，在刘某提出身体不适
后，还坚持去 KTV 唱歌，最终造成刘
某饮酒过量死亡，因此需要承担次要
责任，奚某和徐某要承担连带责任。
徐某是主要劝酒人，也是他坚持要去
KTV，不然刘某可以回家休息，因此
承担连带责任中的首要责任，奚某负
次要责任。

在平时生活中，做到以下四点：一
是不强迫性劝酒。无论什么场合、什
么情况下，对方什么身体状况，均是不
劝酒，随意就好；二是明知对方不能喝
酒，在明知对方身体有疾病或者对方
已经明确表示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劝
对方不饮酒或者如对方自愿要喝，要
做到劝阻少饮，尽到提醒和照顾的义
务；三是将醉酒者安全送达。对于酒

友醉酒的，清醒的酒友应当预见到
醉酒者已经失去或者即将失去对自
己的控制能力，在无人照顾的情况
下存在危险的发生，因此，清醒的酒
友应当将醉酒者安全送达，避免担
责；四是酒后驾车及时劝阻。对于
醉酒的酒友要驾驶车辆的，其他人
应当劝阻其不得驾车，如果未加劝
阻则有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
如果已经尽到劝阻义务，而对方不
听劝阻的情况下，酒友是可以免责
的。如果不能做到以上这四点，同
饮者就会或多或少承担一定的赔偿
责任。

亲朋好友相聚，免不了喝上几
杯。然而，小酌怡情，过度饮酒伤身
不说，如果出现了诸如劝酒之类的
行为导致喝出了“事儿”还有可能吃
官司被判赔偿。无论是饮酒、劝酒
还是请客喝酒都要适可而止，切莫
乐极生悲摊上了事儿。

□ 陈家镇司法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