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谢你张所长" 要不是你来
调解我们两家的矛盾"说不定会发
生什么样的大事情呢# $!真的感谢
你们司法所"为我们两家的事做了
主"为我们解决了后顾之忧% $这是
发生在南乐县元村镇刘庄村村民
刘某与王某两家院子里的一件事#

这件事情还得从上世纪
!"

年
代初期说起#

#"

多年前"刘某与王
某两家几代人就一直生活在一起"

只有一墙之隔" 彼此相处和睦"十
分友好#当时在双方父辈活着的时
候"其中一方为了方便"便和另一
方协商搭一面山墙"双方均表示同
意" 这些年来彼此也都相安无事"

也同样非常和睦地相处着#可是到

了
$%"&

年"因刘某家房屋破旧&漏
雨无法居住"便要重新建造# 刘某
说这面山墙是属于自己所有"而王
某不承认" 于是双方便发生了矛
盾"一直争吵不休"经刘庄村调委
会多次调解均无效#在争论无果的
情况下"双方当事人找到元村镇司
法所"申请调解# 司法所工作人员
在了解了具体情况后"立即到现场
进行了调解# 调解中"司法所的同
志感到非常为难"双方均无庄基使
用证"而且从房屋的前墙来看应属
刘某所有"从房屋的后墙看应属王
某所有"从现场无法认定权属# 在
这种情况下"双方僵持不下# 司法
所的同志当机立断" 根据实际情

况"从相邻关系入手"对双方分别
进行了法律知识宣传"并根据有利
于两家今后生产& 生活的原则"提
出了调解意见'双方都让出这一面
山墙"并且要求两家无论谁重新建
房时都要离此山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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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 以后
形成一条流水沟"留作两家共同出
水"永久不得侵占# 双方对司法所
干警提出的意见" 都表示能够同
意"且在现场签订了(人民调解协
议书)#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始的
一幕# !何斌 会英 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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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宋先生来电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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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我和另外两人应

聘到某公司的营销部工作 ! 在签订

劳动合同时 ! 公司提出如果职工要

求公司为其办理社会保险的话 !从

该员工工资中每月扣除
$!%

元 !如

若放弃 ! 公司则不予办理 " 我们觉

得不办理社会保险可以多拿点工

资 ! 就签订劳动合同同意不办理社

会保险 " 请问 ! 在双方协商一致的

情况下 ! 公司是否可以不对员工办

理社会保险 #

河南华浩律师事务所席庆超解

答 #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社
会保险是国家强制保险 " 为职工办
理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
务 # 我国 (劳动法 ) 第七十二条规
定 " 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
定资金来源 " 逐步实行社会统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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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会保
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 第四条规定 "

缴费单位 & 缴费个人应当按时足额
缴纳社会保险费 # 征缴的社会保险
费纳入社会保险基金 " 专款专用 "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 # 并明确

规定了缴费单位的义务 ' 用人单位
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
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
会保险登记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
条例 ) 第十条规定 " 缴费单位必须
按月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应缴
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额 " 经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核定后 " 在规定的期限内
缴纳社会保险费 #

所以 " 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是
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 虽然双方在
自愿 & 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了劳
动合同 " 但由于合同中有关社会保
险约定的内容违反了国家现行法律
法规的规定 " 自愿签订并不能改变
其违法性质 " 从而导致双方合同中
的约定部分条款无效 #因此 "你所在
单位有义务为你们缴纳社会保险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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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调解
席庆超$ 河南华浩律师事务

所主任
执业证号#

!"#"$###%#!$&

执业格言#敬律师之业$行仁
义之德% 事辛苦之力$求法

律之公%

法律咨询热线#

#'(!)"*&&#!!!

律师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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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值班 席庆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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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优秀调解案例

联系人#王社纳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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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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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投稿
联系人#高旭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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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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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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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规定'!从事住宿&

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
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

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
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

'

赔偿
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第三人侵权
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
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
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
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
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
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

追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
务的" 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
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 $

该条规定了经营者的安全保
障义务"经营者违反了未尽合理限
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承担
直接责任或者补充责任的要件#根
据该条规定"如果受害人的损害是
由第三人实施的加害行为所致"而
经营者又没有疏于保障义务的过
错"则该第三人为侵权人"其应当
对受害人之损害后果承担侵权责
任# 如果损害后果虽系第三人导
致"但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经营者
有过错的"经营者应在其能够防止

或者制止损害结果发生的范围内
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有过错
的经营者在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实
施侵害行为的第三人追偿# 综上"

消费者在消费场所因第三人侵权
受到伤害时"受害人有权选择起诉
第三人+加害人,或消费场所#如受
害人仅起诉消费场所的"法院应将
直接加害人列为共同被告#

!宝丰县人民法院 张建立"

法官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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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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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由河南文丰律师事务所协办

文丰律师#公司&房

地产&涉外专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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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表专修&保养"回收名表&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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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法制报-今安康周刊)免费为郑州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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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的男女征婚
今生有缘单身联谊会

有缘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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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

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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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功不收费

234%56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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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务所成立多年以来"利用
合法手段成功处理多起经济
纠纷&大小额欠款 "拥有专业
的律师团队和追债精英" 全力
为您服务 "

,%

万当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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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一周"除赖特快"事成收费#

东区
#'(!)"'++#+&*

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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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EF

博正律师-依法帮您办
取保候审或罪轻的法律帮助 "'&"+(&"

GHI? 0?JK

诚信合法 成功后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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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追债&婚查找人&打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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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当天" 大额一周"

XY!>?

#'(!)"'**'+'+

专清死账&赖账事成收费#

SQZ[ \]^_

0

卧底手机软件"可帮您查找对
方短信及通话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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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务所自成立以来"拥有
专业律师和追债精英"利用
合法手段

'

诚信快捷为你追
回各种疑难账& 小额当天&

大额一周"不成功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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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赢四口麻将机"推饼高科技产品技术"

普通扑克认牌技术产品 " 变牌器透视
扑克麻将"隐形眼镜&打麻将一人打三
人技术包赢# 有场合作#

仅供娱乐
严禁赌博

地址#郑州二七路
!$(

号 电话#

!'#,'#!!!""

普通扑克麻将推饼牌九三公
拖拉机斗地主等最新制胜技
术包教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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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 本栏目信息只作为
双方交流平台$ 客户交易前请
查验相关证明文件和手续$本
报不作为承担法律的依据% 个
人征婚栏目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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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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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工作人员#朱顺玲 吕新景 田秀娥 孙文奇
只需一个电话$均可上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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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慧本人在永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的个人

抵押贷款房屋保险保险单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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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发票丢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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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注册 十年经验
律师策划 款款到位
为民解难 雪中送碳
下额当天 大额三天
诚信快捷 事成收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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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丢失'河南省法律援助执
业证(一份$姓名#吴倩$证件号
码#

,!#!#(#!$

$发证日期#

$##(

年
*

月% 自
$#!#

年
*

月
+

日后
由此证引发的一切不当后果与
本人无关$本人不承担任何法律
责任% 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