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年初，在老李过马路时，卢某驾
驶汽车迎面驶来，由于要躲避横穿马路的小
狗，将老李撞倒在地。老李被送往医院后被
诊断为右踝关节软组织损伤及关节腔积液，
住院治疗 120天，花去医药费 7150元。后经
交警部门认定，卢某负交通事故的全部责
任。

出院后，老李找到卢某以及卢某汽车
所投保的某保险公司商量赔偿事宜。某保
险公司称愿意在保险范围内对医疗费等承
担赔偿责任，但是对于老李要求赔偿的误
工费却不认可，他们认为老李已年满 60 周
岁，达到了退休年龄，不应该再有误工费。

对此，老李坚决不同意。因为 60 多岁
的老李身体依然很好，为贴补家用，他一直
在建筑队从事建筑工作。老李认为，这次
事故使他在住院期间耽误了工作，所以，某
保险公司应该对他的误工损失加以赔偿。

南阳市桐柏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支持了
老李关于误工费的诉讼请求，判决由某保险
公司赔偿老李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
伙食补助费等各项损失共计31254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我国法律并没有
从年龄上来限制误工费计算的条款，更没
有规定年满 60岁后就没有误工费。

误工费的本质是补偿受害者因无法正
常工作而减少的损失，具有补偿的性质，计
算标准只与受害者是否耽误工作减少收入
有关，跟年龄没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即
使是年满 60 周岁，只要还在创造价值、有实
际收入，并且能够对此进行证明的，就应该
得到合理的误工补偿。

劳动权是我国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法
律并没有规定年满 60 周岁就不能劳动。在
现实中，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很多年满 60 周
岁的人依然在为生计而奔波劳动，其劳动
收入仍是整个家庭唯一或是主要的生活来
源，如果误工损失得不到赔偿，其家庭的
生活保障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所以，即便年满 60 周岁，只要能够证明
确有误工损失，就应当得到支持。法院遂作
出上述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
条第一款规定，受害者遭受人身损害，因
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
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
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
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第二十

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
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
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
因伤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
定残日前 1 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
工时间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
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 3 年的平均收
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 3 年
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
在地相同或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
工资计算。

（通讯员 代凤）

年满60周岁 若确有误工损失仍须赔偿

六旬老汉车祸受伤 主张误工费遭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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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识

20 多岁的小李在郑州工作期间，曾
因盗窃被判有期徒刑 7 个月，刚刚刑满释
放。出狱后，学厨师的他不想继续在郑
州工作了，就来到新乡市某饭店打工。
刚上班时，他很是勤快，老板对其很认

可。但没干多久，他就受不了这份“苦差
事”了，他觉得这份工作需要每天起早贪
黑，不仅劳累，还挣不到多少钱，于是他
就又打起了歪主意。

一天晚上下班，小李注意到老板没有
将这天的收入拿走，而是放在了抽屉里。
他就在所有人都下班后，将饭店的看门人
小张从住处骗出，偷走了小张保管的饭店
大门钥匙，把大门打开，进入饭店。为了
不被发现，小李用拖把将大厅两个监控摄
像头挪离其活动范围，接着就使劲拉开存
放现金的抽屉，盗走了 2371 元现金，之后，
又从另外一个抽屉内盗走玉溪烟两盒。
偷完财物，小李锁好饭店大门后离开。为
了把钥匙顺利放回原处，小李再次将小张
骗出住处，偷偷把钥匙放回原位后逃离新
乡。两个月后，良心发现的小李主动到公
安机关投案，并如实退还了财物。

新乡市卫滨区检察院依法对小李提起
了公诉。近日，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经
审理，以盗窃罪判处小李有期徒刑一年，
并处罚金 3000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小李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
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并且，小李在
有期徒刑执行完毕 5 年内再犯了应当判处
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新罪，属于累犯，应
当从重处罚。但是，小李犯罪后主动投
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法院遂作出上
述判决。

（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王治强崔丽颖）

刑满刚释放 恶习未改二进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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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第六次
“拖欠农民工工资集中办理”动员会

本报讯 近日，濮阳市华龙区法院
召开第六次“拖欠农民工工资集中办
理”活动动员大会，院长荣延平，副院
长乔少华、杨俊琦，政治处主任冯东
林和各庭室长参加了这次会议。该院
积极响应濮阳市中级法院的号召，第
一时间召开本次会议，为能够完美地
完成“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集中办理”
工作做好准备。 （闫军勇）

持续提升依法治税水平

本报讯 为扎实推进税收法制建
设，焦作市马村区国税局始终将依法
治税作为税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并将其贯穿于税收工作的全过
程。该局严格落实学习制度，要求每
一位税务执法人员都要统筹时间做好
专题学习和自我学习，牢牢掌握必备的
基本法律法规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法
制素养，切实提高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税
务行政法律事务的能力。同时，强化政
务公开。该局做到税法公开、政策公
开、征管制度公开、税务人员纪律公开、
税务案件查处公开，切实增加工作透明
度，不断规范执法行为。 （张尧）

多措施加强作风建设

本报讯 近日，淮滨县检察院采取
多种有力措施，加强 2015 年元旦、春
节期间作风建设。该院通过召开会
议、集中学习、观看“阳光心态”讲座等
形式，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检察机关领导干部廉洁从检若干规
定》等各项纪律，严防节日期间“四风”
问题反弹回潮。 （张旗 李双林）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
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下列单
位准予成立登记，现予以公告。

1. 名称：伊川县白沙镇叶村幼儿园证号：
豫伊010036 法人：周会霞地址：白沙镇叶村

2.名称：伊川县平等阳光幼儿园 证号：豫
伊010090法人：刘俊芳地址：平等乡马回营村

3.名称：伊川县新星幼儿园 证号：豫伊
010098 法人：陶玉田地址：杜康大道299号

4.名称：伊川县城关镇中华幼儿园证号：豫
伊010123法人：马五续地址：县城民主北街

5.名称：伊川县高山镇小精灵幼儿园证号：豫
伊010166法人：杨社丽地址：高山镇金滹沱村

6.名称：伊川县柔力球协会证号：豫伊
0203006法人：唐妙杏地址：豫港大道西1号

7.名称:伊川县槐树庄园养老公寓证号：豫
伊070015法人：李双团地址：伊川县槐树街

8.伊川县高山镇中心幼儿园 法人由段粉桃
变更为郑新征 注册资金由3万元变成6万元

伊川县民政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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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4 月 14 日 21 时许，“的哥”赵某驾驶出
租车送两名喝醉酒的客人王某甲、王某乙到商丘
市睢阳区神火大道水木清华小区，当出租车行驶到
神火大道与香君路交叉口南50米路西的盛大世纪
名城时，赵某在王某甲、王某乙意识不清的状态下，
盗窃王某甲380元现金，盗窃王某乙200元现金、白
色苹果4s手机一部（经商丘市睢阳区价格认定中心
鉴定，该被盗的苹果4s手机价值1890元）。

案发后，警方在调查中另发现，2014 年 3 月底
的一天 15 时许，赵某驾驶出租车行至睢阳区长江
路帝和桥时，盗窃醉酒后躺在路边的男子孙某某
的钱包一个，内有现金 300 余元和银行卡、身份证
等物品。

近日，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一审以盗窃罪
判处被告人赵某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两
千元。 （记者 何永刚 通讯员 宋国强）

趁乘客醉酒
“的哥”行窃受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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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和王某是夫妻，2011 年 9
月 22 日，两人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
房产买卖协议一份，购买该公司位
于长葛市的向阳春城住宅小区 1 号
楼某商铺，2013 年 8 月双方又签订
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夫妻俩共向
某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汇款 250
万元现金，但该商铺一直没有交付
使用。后来，李某夫妻俩发现其购
买的商铺已经被第三人占用，遂起
诉至法院，要求解除购房合同、双倍
返还房款。

近日，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
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就本案争议
房屋的买卖合同，被告某房地产公司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5日内返还原告
250万元，并支付赔偿款250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提供的购
房合同、汇款转账凭证等证据足以证
明，某房地产公司将涉案房屋分别出
售给了原告及第三人，并最终由第三
人占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商
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又将该
房屋出卖给第三人，导致商品房买卖
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无法取得房屋的
买受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
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
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
赔偿责任。所以，本案中原告关于解
除房屋买卖合同及要求被告“1+1”赔
偿的诉讼请求，依法有据，法院予以支
持，遂作出上述判决。

（记者 胡斌 实习生 李冉
通讯员 孟俊克）

开发商一房二卖
法院判决双倍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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