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师解答】
本案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雇用者、雇主赔偿

责任的归责原则问题。2010 年 7 月 1 日施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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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七条规定，行为人损害他
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以上就是法学理
论上所说的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和
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法律规定。确定一个侵权行为
责任的归责原则关键在于法律是否对该侵权行为
的归责方式有无明确规定，如这个行为属于法律
规定的特殊侵权行为则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或过
错推定责任原则，否则适用一般的过错责任原则。

就本案而言，这是一个提供劳务者受害纠
纷，它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特殊侵权行为，应该适用
过错责任原则。而且《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更
是明确了这种侵权行为的责任承担方式。该条规
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
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案中，如果郭某所提供给李某的车辆证件
齐全、手续齐备，完全符合相关运输要求，无任何
不良的安全隐患，且已明确告知李某从事运输所
必须注意的安全事项，尽到了最大善良义务，并
无任何实际过错。相反，李某作为有多年驾驶经
验的老司机，在运输货物过程中，无视道路交通
基本规则这些对于车辆驾驶人员来讲的常识性
义务，强行追尾他人驾驶的车辆，并负担事故的
全部责任，该行为的发生完成是由其一人过错造
成，其自身应当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因此，郭
某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李海英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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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随笔律师随笔

郭先生来电：
我购买了一辆运

沙车从事运输，车辆
证件齐全、手续齐备,
并聘请了具有 8 年驾
龄的李某做司机。某
日，李某在驾驶该运
沙车运沙时与王某驾
驶 的 大 货 车 强 行 追
尾，造成李某受伤的
交通事故。经交警部
门认定，李某负事故
的全部责任。李某伤
愈后向法院起诉，要
求我承担赔偿责任。
请问，李某在此次交
通事故中负全责,我作
为雇主是否应承担赔
偿责任？

司机强行追尾酿事故

专长律师（民商法方向）

夏在强律师13838126377
颜志伟律师13803716253
郝洪祥律师13838188180
韩胜利律师15838237879
李华金律师13623838020
张保卫律师13383833169

法律援助律师团

河南得益律师事务所
河南得益律师事务所现拥有专职律

师、兼职律师、律师助理及其他专业工作
人员 50 余名。该所以诚为本、信誉至
上，充分发挥团队服务精神，坚持为客户
提供高水平、高效率的专业法律服务，尽
职尽责维护每一位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该所曾多次参与法律援助活动。

电话：0371-65829759

律师库

网络人气排行

蒋彩霞律师15832651771
冯战波律师13081023228
梁会朝律师15032738288
李水全律师15032036955
刘明芳律师 15194577899
许县委律师 13937219028
李 剑律师 13603448187
刘建辉律师 18639674072

雇主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首
席
律
师

电话：13598533694

河南苍穹律师
事务所律师。擅长
刑事辩护、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工程
建设等法律事务。

胡军拥

电话：13839054749

河南宇华大众
律师事务所律师。
擅长商业谈判、房地
产开发、合同纠纷等
法律事务。

吴伟

当有诉求，需要专业的法律帮助时，
“律师”这个概念就会悄然出现在人们的考
虑范畴中。但明智的当事人也绝对不会

“病急乱投医”，他们心中早有寻找律师的
种种“标准”：

1.认为我付了钱，你就要保证胜诉：
众所周知，影响案件判决结果的不确

定因素很多，律师根本无法作出胜诉的承
诺，信誓旦旦的“保证”不仅违反规定，而且
也是不负责任的。我相信，每一位律师都
是在尽力帮助当事人，但他们却不是决定
案件输赢的最终决策者。

2.喜欢“合理”收费的律师：
有些当事人最关心的不是律师的水

平，而是收费的高低。讨价还价也许是人
们交易中的本性流露，人们总想花最少的
钱，获得最大的利益。此外，也有一类当事
人，他们对于低收费的律师毫不待见，认为
要打官司，就要找大律师，就要去高级律
所，就要高消费，只有下大本钱，律师才会
为你尽心。其实有时无所谓收费高低，全
凭着律师的一颗责任心和专业的技能。

3.喜欢全面赞同自己观点的律师：
有些当事人与律师进行案件交流时，容

不得律师指出其认识上的错误，总喜欢附和
自己观点的律师。仔细想一下，如果当事人
知晓法律，就没有必要咨询律师，之所以咨询
律师，肯定是觉得自己需要律师的指点。一
方面想得到律师的指点，另一方面又不肯正
确对待律师的不同声音，这不是自寻烦恼吗？

作为律师，我们应该以友善的态度面
对当事人，倾听他们的诉求，理解他们的内
心，以自己优良的形象，出众的口才，渊博
的法律功底，丰富的办案经历，缜密的思
维，获得他们的信任。以办案为己任，力求
当事人满意。 （刘鹏燕 律师）

由当事人选律师所想到的

●平舆县金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号：411723000008513），

经股东会决定即日起解散，已成

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债权人自

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

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

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濮阳市地博能源贸易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定，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

●王志宏，登封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警官证不慎丢失，警官证号：
014109，声明作废。
●新乡市沃野生物有机肥有限公
司肥料临时登记证遗失，证号：豫农
肥（2014）临字0563号，声明作废。
●淮阳县万源手机城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遗失，证号：L-1448
1151，声明作废。
●开封百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遗失，证号：
080810520 ，声明作废。
●新蔡县翠萍塑业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411729
000021430），声明作废。
●驻马店市薄山水库加油站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遗失，证
号：175953866，声明作废。

综合分类
周一至周五天天出刊 覆盖全省

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网址：www.hnfzb.com

本栏目工作人员：朱顺玲 吕新景 田秀娥 只需一个电话，均可上门办理
上门服务热线：0371-65526666 65978789 地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院

最 新 活 动

大于3×3.8cm，包月每块500元1×3.8cm，包月每块400元
声明公告:1×3.8cm单次收费400元 其他栏目广告包月 200 元

只需一个电话，均可上门办理依此类推，单次信息做五送一

敬告：本栏目信息所有手续
都严格进行审查，但不敢保证
每条信息的真实性，所有信息
只作为双方交流平台，客户交
易前请审验相关证明文件和
手续，签订有效的法律合同，
本报刊登内容不作为承担法
律责任的依据。个人征婚栏
目内信息，双方请自行审验相
关证件，未确定合法关系前，
不要有任何经济来往和感情
纠葛。因本栏目信息导致的
一切纠纷自行负责。

法律服务 医 疗

金融服务

海洋不动产贷款
房贷、按揭房再贷、出资、贷款1分5息
0371-63611296 13803830817

招 商15515555574
闪电清债

联办儿童玩具厂
本产品系新型儿童玩具，新颖奇特，45
变；产品供不应求。我方免费供应原
料，免费培训技术，提供设备，承担运输
和税收，上门收货，统一包装，每个加工
费2.5元，每人日获利100-130元，签
合同，交合作费780元,完成五千个产品
此款退回。组织十人加工，我方每月另
付管理费6000元，并预付加工费60%。

地址：洛阳市行政学院2号楼518室玩具部
洛阳站坐6路到市委党校下车

13608657606 0379-64873096（文老师）

全国合法清债
诚信快速专业
现金收购欠条
婚查取证
86076867

（保密）

赖账
星克

13015500011

诚信合法
专办大案
收购债权
婚查找人

高效
债清

治皮肤顽癣好付款
13373937377
专家医院纯中药治疗

148
元

额度高，下卡快，无任何前期费用
办信用卡
18848828515

400-688-7569

★要账★
全国清债 收购债权 无前期费用

阳痿早泄克星

13623826182
网址HTTP://EDKexing.com/

阳痿早泄是垂体内分泌机能
低下、失调和性神经衰弱所
致。河南中医名医堂针灸男
科绝招治本十天内从根本上
治好阳痿早泄。华夏一绝。
可签协议，不愈双倍退款。

郑州城东路东里路交叉口即到

专治白斑病

地址：郑州市城南路179号

我院采用先进技术细胞免
疫疗法、黑色素细胞移植、细胞
色素种植、中药内服外用等多位
一体疗法，标本兼治、七天消退
白癜风，小面积当场消失，愈后
抗复发。学生治疗费优惠10%。
电话：0371-66613361

全国通用 全国联网 可查可验
轻松拿驾照

手机：13647095138 QQ：36364989

招 生

声明公告

招 聘

集装箱船员80名，55岁以下体健，年薪
12-25万，带薪年休三个月，签合同办保险，包
吃住，免费办证即上岗。电话025-85367880

南京聚祥船舶急招

多彩启蒙环一触即变，变化多端，五彩
缤纷。手工生产，供设备，免费供原
料，承担运费及税收，现金结算。每人
日利润 100-120元左右，每个加工费
2.5元。签订合同时交技术使用费750
元，完成5000个后退回。每月完成数
量后，我方另付6000元的管理费。

免费供料联营合作

电话：0371-25960069/15537861135
地址：开封市科技局楼2号楼122室
乘车路线：开封火车站乘4路到汴京公园下车即到

注销公告

船员、厨师、电工、焊工各60名，年薪16-30万/
月，带薪休假包吃住免费办五险签合同即上岗
电话：025-83610889 18761882082卢

国际航海公司直聘

专治老赖
各种债务★现金收购
婚姻咨询★快速找人
事成
收费0371-87508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