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濮阳市读者冯女士来电咨询!

冯女士的丈夫在某单位当

司机!今年
!

月份在执行职务期

间因交通事故导致死亡" 请问!

冯女士可否既起诉请求负有事

故责任的第三人赔偿交通事故

的损害!又起诉请求工伤事故损

害赔偿#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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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伤保险与

民事损害赔偿的关系按照混合

模式处理$即在用人单位责任范

围内以完全的工伤保险取代民

事损害赔偿$但若劳动者遭受工

伤是由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所

致$则第三人不能免除民事赔偿

责任%该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依

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

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

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

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

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

理%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

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

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

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

此规定$冯女士既有权要求单位

给予工伤保险待遇$也有权请求

负有交通事故责任的第三人承

担民事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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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栋" 河南国基

律师事务所律师" 擅长

人身损害赔偿# 合同纠

纷# 刑事诉讼等案件的

代理$

值班律师 杨晓栋

联系电话!

"#$##!%!&#'

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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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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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短信平台
移动% 联通用户发送咨询问题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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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不含通信费%

专治!红斑)糜烂)萎缩性胃炎)胆汁返流性胃
炎)食道炎)胃窦炎)贲门炎)胃)十二指肠溃疡
病)急慢性肠炎)溃疡性结肠炎)口臭)胆囊炎)

胆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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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郑州警备区医院门诊

7892:;<=>?

一个疗程治愈青春痘)斑秃$保证不复发% 签

协议$郑州市大学南路
,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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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治疗见效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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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光牌银屑液'权威科技保证$科技项目

奖获得者$ 国家科委评为全国先进水平%

经韩俊光大夫
*:

多年临床验证两万余例$

康复后未发现复发者 $纯中药制剂 $安全

可靠无毒副作用 $是当今完全康复 &银屑

病(的最佳产品$同时本所系列产品$对白

癜风 %神经性皮炎 %各种病毒 %真菌 %湿疹

等 $几十种常见皮肤顽症 $同样保证康复

后不复发*也可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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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免费一次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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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身份证签协议"不好退钱

('.(

年采用活血化瘀$调节脏腑
功能$治愈的患者至今未复发% 每月
药费

'!

元$张西山向患者承诺!若无
效全额退款$治愈后加巩固 $终生若
再复发全额退款$签协议$地址!郑州
市大学路航海路交叉口西南角

78f2PQRS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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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牛皮癣科中成药病好后复发免费治
23Fjklmn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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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赵主任 " 采用纯中药制

剂$最新一代国药准字号,,,&臌症丸'治疗各种原因

引起的肝硬化 )肝腹水 )肝脾肿大等症 % 该药无毒副

作用$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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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疗程可康复% 困难户优惠%

康复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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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病(俗称&牛皮癣($是一种顽固性)易复发的红斑鳞屑性皮肤病% 其顽固难治人所共
知$主要变现为干燥)疼痛)出血)瘙痒)层层脱屑$反复发作给患者身心造成巨大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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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河南一家专业治疗牛皮癣科研机构$在解决复发难题取上得了国内
外领先水平% 研究院的专家们历经二十多年完成了上万次药理实验$经过反复筛选$科学组方$

抗复发牛皮癣中药系列方剂% 用药后迅速吸收$经血液循环直达病灶$增强肌体免疫力等功效%

对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牛皮癣
$-(;

天见效$

;!*

个月即可% 解除了过去用药有效)停药复发
的弊端$因其疗效稳定可靠$只需口服$不忌口$无须任何外用药特点$而受到广大患者信赖%

治病刨根 $杜绝复发才是关键 $专家忠告久治不愈 )反复发作的牛皮癣患者 $接受专业
机构 $科学规范地治疗才能康复 % 用药一个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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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节假日不休 %

,-

vwxyPSz{|}

$*, ^

~��� $=/*=0.=",=*.=&"=))$=)$&=")$=0.&"�������u��l������������ )((�l������ )((�u-�op�qr6stu�

("#$1&&)!***&222-".'.!&&)&&电话!

来自喜马拉雅的肝药之宝,雪域肝宝$ 是纯

天然的藏药制剂$均选用西藏海拔
+%::8

以

上的天然$动)植)矿物药材$针对病毒性肝

炎)酒精肝)肝硬化)肝腹水$一盒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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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疗程康复$无效退款% 咨询电话!

&*)&)''&

 ¡¢£ ¤¥2¢Y¦

`2§¨© -! ^ 345

)

郑州和平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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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疾病定点医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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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路与红专路交叉口西省科学院大楼

保 证 治 愈 $不 信 当 面 吃 药 订

合同 $治不痊愈退全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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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读者刘先生来电咨询!

我公司因业务需要向另一家单位

借款!现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被法院确

认为无效借款合同& 请问!我公司是否

还应支付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

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

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 应当予以返还-

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

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

此所受到的损失$ 双方都有过错的$应

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

郑州市读者张先生来电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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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开办

了一家公司!我入的股份较少!不参与

公司的经营管理&前两年公司经营不错

一直盈利!我也能按照约定分红& 但自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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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 作为公司董事长的李

某开始独断专行!不向我们通报公司的

经营状况& 我多次追问!李某均称最近

经营状况不好!公司赔钱了!我要求看

公司的会计账簿!李某不让&请问!作为

公司的小股东!我是否有权通过行使对

公司查阅权了解公司经营管理情况#若

遭到公司控股股东拒绝!我应如何行使

救济权#

答!实践中$经常有股东欲行使查

阅权而遭控制股东拒绝的情况% 我国

"公司法' 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有权

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

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

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

计账簿% 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

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

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

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

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

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

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 (

洛阳市读者赵先生来电咨询!

赵先生所在的公司因合并而解散!

赵先生为清算组成员!赵先生想了解清

算组在清算期间都有哪些职权#

答!我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

规定$ 清算组在清算期间行使下列职

权!*一+清理公司财产$分别编制资产

负债表和财产清单-*二+通知)公告债

权人-*三+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

结的业务-*四+清缴所欠税款以及清算

过程中产生的税款-*五+ 清理债权)债

务-*六+处理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

产-*七+代表公司参与民事诉讼活动%

许昌市读者牛先生来电咨询!

我为一家公司供货!当时双方没有

签订书面合同!但收货方在我的送货单

上签了名!签名的日期现已经超过了两

年& 请问!我现在持收货方签名的送货

单追收货款!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

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

定的时间支付价款% 对支付时间没有约

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

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

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

时支付% (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

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

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

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

定% (买卖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对何

时支付货款没有明确约定的$应当按照

上述规定确定付款履行期限% 如果发货

人不能证明另有约定或者按照交易习

惯交货后付款$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推定

诉讼时效从交货的次日起计算$如过了

两年才追收货款就超过了诉讼时效%

安阳市读者朱先生来电咨询!

我村原村民委员会主任在任时!以

村民委员会的名义为其亲戚开办的加

工厂贷款提供了担保!现信用社要求我

村委会承担担保责任& 请问!村民委员

会有无保证人资格#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

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依法成立$有一定

的组织机构与财产$并具有清偿债务的

能力$可以作为保证人%

安阳市读者张先生来电咨询!

张先生贷款购买了一辆大

货车! 不久前雇用一名司机开

车!司机在出车过程中撞伤人后

逃逸!后被撞伤的人因抢救无效

死亡!现司机已被刑事拘留& 请

问!司机可能会被判几年刑# 张

先生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答!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

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

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

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

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

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

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

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

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

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 (因此$

如果张先生的司机肇事后逃逸$

且因逃逸致人死亡$可能被判处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于张先生

的责任$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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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条规定!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

害的$ 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

损害的
<

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的$可以向雇员追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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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更多内容"请登录友情联动网站!中国法律咨询网!

,--./001112341-567287-

(律师解答仅代表其个人观点"

欢迎法律界人士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