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又不是没请假！

可你没按时报到！

因下列持卡人在我行透支，超过规定时间未归还，现决定对该批持卡透支
人进行公告催收。请下列债务人立即与我行联系，积极履行还款付息义务。
否则，我行将依法采取相关措施。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始县支行 2014年2月28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始县支行
债权催收公告

序号 借款人 身份证号 住址 借款本金（元） 币种

1
2
3
4
5
6

许家锋
陆传海
李宝库
周发顺
周世良
凌辉洋

413026197705085759
413026197505102139
413026198012171819
413026198102273018
413026196708184213
413026196811187519

固始城郊乡
固始汪棚乡
固始马罡乡
固始城关镇
固始城关镇
固始城关镇

249000.00
199683.32
98042.00
175746.44
199617.71
96513.00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麻将声声扰民休
民警调解解民忧

本报讯 近日，焦作朝阳社区统建
楼居民王某来到焦作市公安局焦南派
出所站东警务室举报，其楼下居民李
某在午休时间打麻将，声音太大影响
自己和家人休息。社区民警于洋与社
区工作人员多次将李某和王某请到社
区进行调解。通过大家的努力，双方
达成谅解，李某同意不再在家中打麻
将。 （南 方）

信阳浉河区法院
工作报告获好评

本报讯 近日，信阳市浉河区人大
四届三次会议顺利闭幕，会议期间浉
河区法院工作报告，经与会代表审议
获得一致好评。该院紧紧围绕“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
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各项工作都取得
了较好成绩，为大美浉河建设提供了
有力的司法保障。（杨瑛向自生）

户口问题困扰多年
寻求帮助民警解难

本报讯 近日，山西女青年姚某到
焦作市公安局焦南派出所鸿源警务室
找到社区民警韩玉霞表达了自己深深
的谢意。多年前，为到河南求学，山西
籍的姚某将户口迁至河南张某家中。
现想迁回山西，却因张某搬家寻找未
果。无奈之下，姚某找到社区民警，最
终户口得以顺利迁回山西。（南 方）

开展地毯式
黄赌毒专项清理行动

本报讯 近日，焦作市公安局焦南
派出所治安管理大队二中队针对管辖
区各个场所、宾馆开展地毯式排查，全
面清理、清查黄赌毒等违法行为。通
过暗访检查，力争不留空当、不留死
角，锁定暗藏赌博机的位置，掌握参赌
人员情况，实现精确打击，打出实效，
提升群众满意度。 （南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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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5 月，孔某应聘到桐
柏县某通信公司工作，2007 年 12
月通信公司解除了与孔某的劳动
关系，但孔某仍在通信公司工
作。其间，通信公司给孔某交纳
过养老保险金和医疗保险金。

2013 年 6 月 10 日，孔某因病
向通信公司请假 10 天，得到部门
领导批准。同年 6 月 17 日，通信
公司以书面形式告知孔某于2013
年 6 月 21 日前到通信公司报到，
逾期视为自动辞职。但孔某于 6
月 21 日当天才收到快递邮寄的
书面通知，并于次日电话联系了
部门领导，双方因请假报到事项
发生争执。

后通信公司以孔某未在规定
时间报到，按孔某自动辞职处理，
孔某遂下岗在家。

随后，孔某向桐柏县劳动仲

2006年10月，小学三年级学生青
青（系化名）中午放学下楼梯过程中
不慎摔倒，导致门牙磕掉。经鉴定，
青青牙齿损伤构成十级伤残。当时
青青已换过乳牙，且只有9岁，牙医诊
断需进行根髓保存治疗，待年龄适合
时再修复补牙。随着年龄的增长，青
青爱美了，哭闹着要补牙。2011年11
月 18 日，青青又到医院诊断，医生确
定可以修补牙齿。之后，青青父母开
始与校方协调补牙事宜，无果后，青
青父母将学校告上法庭。

青青父母认为，孩子在校期间受
到伤害，系学校未尽到管理职责所
致，且事故发生后，学校未采取有效
措施，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
任。

学校则认为，青青系意外因素导
致摔倒磕掉门牙，学校行为并无不
当，已尽到教育和管理职责，且人身
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为一年，事
件发生后，青青及家长好几年都未找
学校商谈此事，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
时效，故学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此案经焦作市山阳区法院一审，
判决学校赔偿青青2万余元。一审判
决后，原、被告均不服，上诉至焦作市
中级法院。近日，焦作市中级法院作
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认为，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
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诉讼时效
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
害时起计算。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
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之日
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
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
势确认之日起算。根据原告受伤时
的诊断治疗意见是，待牙根尖发育完
善后（三年左右）再进行根管治疗。
原告据此于2011年11月18日再次到
医院诊断判断是否可以治疗，故此，
原告要求被告进行赔偿，并未超过诉
讼时效。被告作为对未成年人依法
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未
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
年人遭受人身损害，应当承担与其过
错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学生在
放学下楼梯的过程中，其教师管理疏
忽造成原告受到伤害，且救护不力，
存在过错，应当承担50%的责任，故判
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2万余
元。（记者 刘华 特约记者 刘建章 通
讯员 廉玉光）

员工因病请假后，未
在公司规定的时间报到，
被公司视为自动辞职，双
方产生纠纷。公司的做法
符合法律规定吗？

请假后未按时报到视为辞职？

学生在校磕掉门牙
学校承担赔偿责任

看看这俩事 学学咋维权

2012年12月22日17时左右，开封县某公
司职工潘某骑电动自行车下班回家，在 17 时
22 分左右途经开封县兴隆乡薄店桥西 100 米
处时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经鉴定，潘某不负
事故责任。2013 年 9 月 27 日，潘某向开封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开封人社
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2013年 11月 5日，开
封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潘某所
受伤害为工伤。对此，潘某所在的公司不服，
于 2013 年 12 月 16 日向开封市金明区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该公司称，其单位规定的下班时间为当天
的17时30分，潘某17时就下班属于提前下班，
并且未向单位请假说明，已经违反了单位的上
下班制度。潘某在提前下班途中不属于下班
途中，其间受到的伤害不应当认定为工伤。该
公司请求撤销开封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

近日，开封市金明区法院审理后，判决维
持开封人社局作出的潘某所受伤害为工伤的
认定。宣判后，用人单位服判，未提起上诉。

孩子在学校受了伤，家长认为学
校应该赔偿损失，学校却说已尽管理
职责。那么，到底谁该担责呢？

身边的事儿

结果

法理解说

《学生校园意外伤害事故处理办
法》对此类事故学校责任的认定作出
了相应规定。对于不满10周岁的学
生在校园受到伤害，学校承担过错推
定责任，即发生伤害事件后首先推定
学校有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
学校在证明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
时，不承担责任。因此，10周岁以下
学生发生校园伤害事件时，只需证明
伤害发生在校园即可，由学校承担证
明自己无过错的举证责任。对于10
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学生在校园
受到伤害时，学校承担过错责任，即
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时才承担
赔偿责任，赔偿数额根据其过错程度
确定。未成年学生在学校受到学校
以外人员伤害时，由侵权人承担赔偿
责任，学校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
补充责任。学生发生意外伤害，学校
并无过错时，应依据公平原则，由双
方合理分担责任。

□法规链接

之一之一

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仲裁委员会裁决通信公司与
孔某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为孔某交纳社会养老
保险，及支付拖欠的工资。

通信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将孔某诉至法院。

近日，桐柏县法院经过审理，判决员工孔某所在公司
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为孔某交纳相应的保
险待遇及支付拖欠的工资。

法院审理后认为，孔某自2002
年 5 月到通信公司工作，双方签订
了劳动合同，虽然后来通信公司解
除了合同，但孔某仍在原岗位工
作，其间通信公司给孔某交纳过养
老保险金和医疗保险金，双方形成
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孔某因病
请假，得到了部门领导的认可，通
信公司以孔某未在 6 月 21 日前报
到，按自动辞职处理，不符合法律
规定，损害了孔某的合法权益。孔
某在通信公司工作已经超过 10
年，通信公司应与孔某签订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同时按法律规定为
孔某交纳相应的社会养老保险金、
医疗保险金，并支付拖欠的工资。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不要将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看成“终身制”，
而想方设法规避应尽的法律义务，
其实只要符合法定条件，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也可以变更为固定期
限的劳动合同，同时用人单位也可
以依法解除劳动关系。所以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既不是用人单位
的“终身包袱”，也不能成为劳动者
的“护身符”。

（记者王海锋通信员贾吉振）

身边的事儿

结果

法理解说

提前下班途中受伤不算工伤？之一之二

职工干完工作后未向领导打招呼，就自行提前下班，结果在回家途中
被一辆小汽车撞伤。那么，职工所受到的伤害应被认定为工伤吗？

工伤是对受伤职
工的法定救济，在作

出职工所受伤害是否属于工伤的认定时，
既要考虑《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也要充
分考虑工伤保护劳动者利益的立法宗旨，
而不是一味地拘泥于法条的字面理解。

身边的事儿

法院认为，潘某虽然未向单位请假就
提前下班，但其下班前已经完成了自己的
工作，并且提前下班的时间接近单位规定
的下班时间，将其提前下班回家途中认定
为下班途中具有合理性。另外，用人单位
认为潘某未向单位请假就提前下班违反了
单位的工作制度，认定其在回家途中所受
伤害为工伤不具有合理性。因违反单位工
作纪律与认定工伤是两个法律关系，违反
单位工作纪律不应影响工伤的认定，故法
院不予支持用人单位的主张。最终，法院
判决维持开封人社局作出的潘某所受伤害
为工伤的决定。

宣判后，用人单位服判，未提起上诉。
（记者 张东 通讯员 郭秀猛）

结果

法理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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