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乡市张先生来电咨询!

三年前我在一家采石场干

活 !不慎从山上摔下 !腰部受

伤! 当时老板给了我
!""

元让

我回家治疗休息" 经过两个月

的治疗 !伤情基本痊愈 !考虑

到采石场工作又累又危险 !我

就没有再去干活 " 今年
#

月

份 !我旧伤复发 !伤情加重 !经

人指点 !我到劳动部门申请工

伤认定 !劳动部门的人说我早

已过了申请期限 " 请问 !我现

在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

答
!

如果有证据证明你的

伤情系旧伤复发 !你现在可以

申请工伤认定 " #工伤保险条

例 $ 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 !工

伤认定申请时效应当从事故

伤害发生之日起算 !工伤职工

申请认定的期限为一年 !所在

单位申请认定的期限为三十

日 !这里的 %事故伤害发生之

日 &应当包括工伤事故导致的

伤害结果实际发生之日 !不应

仅仅理解为 %事故发生当即造

成伤害之日 &! 即事故发生之

日 !即非事故与伤害有直接因

果关系那一日 ' 在通常情况

下 !工伤事故发生后 !伤害结

果也随即发生 !伤害结果发生

之日也就是事故发生之日 !但

在工伤事故发生后 !伤害结果

并未马上发生 !而是潜伏一段

时间才实际发生 !即伤害结果

发生之日与事故发生之日不

一致的特殊情况下 ! (事故伤

害发生之日 &应当理解为伤害

结果发生之日 !并以之作为工

伤认定申请时效的起算时间'

"

河南大正律师事务所 姚刚
#

新密市刘先生来电咨询!

我自己经营一家商铺! 有个固定

客户经常从我这里拿货! 也经常拖欠

我货款!结账时他拖欠我
$

万多元" 现

在有个麻烦就是他没钱给我货款!家

里也很破落!我很担心他还不了钱" 最

近我通过朋友得知! 他的亲戚陈某欠

他
%

万元!并且已经到期" 我多次找他

协商解决!让他的亲戚直接把钱还我!

他不同意" 请问!我该怎么办#

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罗晓琼解

答!我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有明确

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

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

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

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

务人自身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 +一, 第十三条规定*

%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 -债务人

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

损害的.! 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其对债

权人的到期债务!又不以诉讼方式或

仲裁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其享有的

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致使

债权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 &

根据以上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

定 !你是债权人 !那个固定客户是债

务人!他的亲戚是次债务人' 你可以

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对次

债务人的权利'即依法对他的亲戚提

起代位权诉讼!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利'同时法律还规定*%代位权的行使

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

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 ! 由债务人负

担'该债权人认为债务人有怠于行使

代位权诉讼的! 应承担举证责任!债

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由被告住所

地人民法院管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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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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磁遥控色子!用磁铁吸不住!砸开没任何东西!背包遥控色子' 推饼专用*用进口的化学原料和专

业的制作技术!此麻将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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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晓琼"系河南国基律师事

务所律师$ 河南省法学会会员$

河南省律协房地产专业委员会

委员$河南省律协行政法专业委

员会委员$河南广播电台 %法制

热线&栏目特邀嘉宾主持# 擅长

刑事诉讼$行政法律事务以及合

同纠纷$人身损害赔偿 $婚姻家

庭纠纷案件的代理#

今日值班 罗晓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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渑池县秦女士来电咨询!

我在开发商处买了一套房子 !合

同签订后!开发商要我交房屋维修基

金& 请问!房屋的维修基金应该由谁

缴纳# 开发商能否收取# 如果必须缴

纳应该怎样收费#

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罗晓琼解

答!根据相关规定!( 维修基金实行业

主所有/专户储存/专款专用/政府监

管的管理原则&! 维修基金应当由购

房人缴纳' 实践中的具体操作是由购

房人在房产证办理之前向市房地产

管理部门维修基金管理中心缴纳 '

业主委员会成立前售出的房屋!维修

基金由开发商代收0业主委员会成立

后! 由业主委员会负责向业主收取'

按照规定!维修基金按下列规定计算

缴纳 *+一 ,公有住房出售 !售房单位

按售房款的
6*!

从售房款中提取 0

+二,购买无电梯多层商品房的!购房

人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
6!

元计缴!购

买别墅的!购房人按每平方米
#!

元计

缴0购买高层商品房或设有电梯的多

层商品房的!购房人按建筑面积每平

方米
)!

元计算缴纳'维修基金是购买

房屋时必须要缴纳的费用!如果你对

开发商不信任!可以自己到当地房地

产管理局交易办证大厅物业维修基

金收缴处缴纳! 你带上买卖合同/购

房发票和本人身份证明即可办理'

.!/012!3456789: ;<=

郑州市陈先生来电咨询!

我于
%**,

年
'*

月购房一套 !签

订有购房合同!购房款都已交清!但是

开发商将房屋交付给我后! 至今未办

理房产证! 且房屋多处出现质量问题

$屋顶和墙面起皮'掉块!卫生间渗水

等%" 请问!我怎样维护我的权益#

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罗晓琼解

答! 首先! 如果要追究未按约定办理

房产证的违约责任!可以按照双方签

订的 )商品房买卖合同 $第十五条的

约定 !确定开发商是否违约 !如开发

商已经违约的话 ! 你可根据该条约

定!要求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 其次!

对房屋质量问题!你可以结合开发商

向你出具的 )商品房住宅质量保证

书$! 要求开发商在保修范围对其承

担质量保证责任' 依据)商品房销售

管理办法 $规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

当对所售商品房承担质量保修责任'

当事人应当在合同中就保修范围/保

修期限/ 保修责任等内容作出约定'

保修期从交付之日起计算' 商品住宅

的保修期限不得低于建设工程承包

单位向建设单位出具的质量保修书

约定保修期的存续期0存续期少于建

设部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规定中

确定的最低保修期限的!保修期不得

低于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规定中

确定的最低保修期限' 非住宅商品房

的保修期限不得低于建设工程承包

单位向建设单位出具的质量保修书

约定保修期的存续期' 在保修期限内

发生的属于保修范围的质量问题!房

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并

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因不可

抗力或者使用不当造成的损坏!房地

产开发企业不承担责任' 依据)建设

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规定 !在正常使

用条件下!建设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

为 *

!

基础设施工程 /房屋建筑的地

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

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0

"

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

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
!

年0

#

供热与供冷系统! 为
%

个采暖期/

供冷期0

$

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

备安装和装修工程!为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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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刘先生来电咨询!

%**.

年
%

月
'+

日晚上
.

时左右! 刘某从某超市购买了

某市啤酒有限公司生产的一件

玻璃瓶装啤酒" 当晚刘某喝啤

酒时! 一瓶放在地上尚未打开

盖的啤酒瓶发生爆炸! 酒瓶碎

片将刘某的左脚炸伤"随后!刘

某立即来到医院进行治疗 !经

医生诊断! 刘某的左脚脚筋系

被爆炸的啤酒瓶碎片切断" 刘

某要求啤酒公司和超市连带赔

偿相关损失" 超市推诿说啤酒

是啤酒公司生产的! 刘某应找

啤酒公司赔偿" 但啤酒公司说

自己的产品是符合国家' 行业

标准的!不存在缺陷!因此也不

同意赔偿"请问!合格产品将人

炸伤难道就不承担赔偿责任

吗# 自己应向谁主张偿#

答!本案是缺陷产品侵权所

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刘某

在超市购买了啤酒公司生产的

瓶装啤酒!啤酒公司是啤酒的生

产者! 超市是啤酒的销售者!他

们与刘某的关系是商品经营者

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我国)民

法通则$ 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

%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

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

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

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

身/ 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

损害的! 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生产者能够证明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

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
< "

产

品投入流通时! 引起损害的缺

陷尚不存在的
< #

将产品投入

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

发现缺陷的存在的' &第四十三

条规定*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

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

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

偿! 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

求赔偿' 属于产品的生产者的

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

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

者追偿' 属于产品的销售者的

责任!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产

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

者追偿' &

因此! 如果生产者不能证

明其存在法定免除承担赔偿责

任的情况! 按照我国以上有关

产品质量法律/法规的规定!刘

某是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 /销

售者追偿' 超市作为啤酒的销

售商亦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

'河南大乘律师事务所 张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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