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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被飞石砸落山崖身亡

事发白沙 10 名一同做工工友被起诉索赔 23 万 因举证不能，法院驳回家属诉讼请求
南国都市报 7 月 21 日讯（记者 王忠新）因
为一同做工，白沙一名女工被山上落石不幸砸
中坠崖身亡，十名工人被起诉。
2014 年 4 月下旬，海南白沙南开乡有多组
人员被组织上山搜寻贵重树木的树根。
4 月 21 日上午，符中、符兰、符敏、符秀
与女子符某为一组，符丁、符琴等另外两组工
人分别在山上的不同地点搜寻、挖掘。
在上午 11 点左右，女子符某在挖树根时，
突然被一块从山上滚落的大石头砸中头部，符
某摔下山崖，当场身亡。
事发后，工友向辖区派出所报案，后白沙
警方对此事展开调查。
因认为是其它班组的人员挖树根导致石块
坠落，砸中符某导致身亡，符某家属将其它班组
的符丁等 10 名工友告上法院。家属索赔死亡赔
偿金、丧葬费、子女抚养费等共 23 万元。
经警方调查，事发的山区整个山体被两条
山沟分成三个部分，符某被砸中的事发作业区
域处在中部山体山脚右侧，该峭壁东南两侧均
是三四十米深的山沟。
符丁等人挖树根现场，有挖掘痕迹及石头

滑落痕迹，山坡上也有很多滑落石头。但经实
地测量，符丁等人挖掘的地点与符某等人挖掘
的地点不在一条直线上，两点间存在一定角
度，且两点间有一米多高的杂草、灌木以及山
体阻拦。
相关被告工人的作业点虽有石头滑落，但
没能滑落到符某等人作业的山体，直线路径
中，没有发现有石头滚压痕迹。
2014 年 5 月，白沙警方鉴定认为，符某死
因系生前因头部被石块等物致伤撞击后造成颅
脑损伤死亡。
警方随即作出不予立案通知，认为符某被
石头砸死，无犯罪事实，系意外事件，不构成案
件，决定不予立案。
对此，白沙法院一审判决，驳回符某家属
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符某家属未能提供证
据证明符丁等人实施加害行为有过错，致使根
据现有证据无法查明本案事实，难以认定双方
损害赔偿责任，家属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
律后果。
随后，死者家属提起上诉。近日，海南二
中院终审对此案维持原判。（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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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举证不能
仍存在司法救济途径

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林凤妮认为，举
证不能是指当事人举不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
张，
或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主张。举证
不能的法律后果就是指当事人一方如果举不
出证据或所举证据达不到相对满足的程度，
其
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也即败诉的风险。
《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
“当事人对自
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
，
而没有规定
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当事人未提供证据
或者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形没有涉及。在
我国司法实践中，
举证不能的当事人虽然可能
承担不利的后果，
但并不是一定要败诉。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第
二条第二款对举证不能作出了司法解释，规
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

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
不利后果”。
林凤妮提醒，举证不能的当事人所应承
担的法律后果，只是败诉的风险，却不等于
必然的败诉。
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既强调了当事
人的举证责任，同时也有当事人举证不能的
司法救济制度，规定了人民法院有收集、调
查证据的职能。虽然当事人所举证据不足
以证明自己的主张，但如果人民法院收集、
调查来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主张，该当事人仍
有可能取得胜诉判决。只有当事人不能举
出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人民法院也
收集不到必要的证据时，承担举证责任的当
事人才承担不利后果，才可能会败诉。

临高一男子骑摩托

三亚一环卫女工

掉落钢丝绳的公司被判赔 7 万元

家属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状告环卫局未被支持

撞钢丝绳致十级伤残
南国都市报 7 月 21 日讯（记者 王忠新）临
高一名男子，在骑摩托车时，被路上一卷绑
着光缆的钢丝绳绊倒摔伤，致十级伤残。近
日，经法院终审，掉落线缆的被告公司被判
赔偿伤者 7 万元。
2011 年 10 月 7 日下午 5 点左右，林熙（化
名）驾一辆摩托车在临高县临加线发生车祸
——他在骑车中，突然撞到路上绑着光缆的
钢丝，倒地受伤。
临高交警大队认定，林熙与被告公司承
担事故同等责任。
林熙受伤后，治疗两年多，构成十级伤
残。
经查，涉案钢丝绳和光缆为当地某公司
的车辆掉落，属于通讯设施。
在林熙治疗期间，当事公司已付了
51000 元。因协商未果，林熙提起诉讼。

临高法院认为，被告公司管理的通讯设
施钢丝绳掉落在公共道路上，未能及时检查
或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导致林熙驾驶车辆被
刮倒受伤，该公司存在过错，依法应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
但林熙驾车未注意观察前方道路是否畅
通，确保安全通行，也存在疏忽大意过错，
依法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交通事故认定由林
熙与公司各承担 50%的责任。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公司赔偿林熙人身
损害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
共 11 万元 （已付 5.1 万元从中扣除）。
后林熙提出上诉。海南二中院认为，一
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部分正确，
但相关赔偿标准参照有误。
近日，该院终审改判，被告公司赔偿林
熙 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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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掉落货物应及时移除
或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海南大兴天泰律师事务所冯桦律师认
为，此案是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事故的发生，对运输货物的车辆司
机、经营者都提出了警示。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
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该法同时明确，“侵害他人造成人身
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
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
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

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
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
和死亡赔偿金。”
法律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
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
精神损害赔偿。
律师提醒，在公共道路上掉落货
物，造成障碍物，当事人应及时检查，
移除，或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如相关措
施处理不当，造成他人损失，将面临承
担相关责任。

被撞成植物人后死亡
南国都市报 7 月 21 日讯（记者 王忠新）
一名环卫女工，在工作中被车撞伤后，最终成
为“植物人”并不幸病故。因申请劳动能力鉴
定时，女工已经过世，家属的申请未被受理。
随后，家属将三亚河西环卫局告上法院……
上世纪 90 年代，孙女士到三亚河西环卫
局当环卫工。2008 年 4 月 12 日，孙女士在上
班时，被汽车撞伤，并被送往医院治疗。
“我妈被撞成重型颅脑损伤，头部等多处
骨折”，孙女士的儿子刘某表示。同年 6 月，三
亚市人劳局认定孙女士构成工伤。
2012 年年底，成为“植物人”的孙女士出
院回家。2013 年 6 月，孙女士去世。
2013年11月，
刘某向三亚市人社障局申请
对孙女士 2010 年时的劳动能力做鉴定。三亚
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对此作出不予受理通
知，
以鉴定能力鉴定主体已不存在，
不符合劳动
能力鉴定条件为由，
不予受理刘某的申请。
2014 年 1 月，刘某向三亚市社保局申请
核定孙女士的伤残待遇，并支付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伤残津贴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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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局答复称，孙女士须经三亚市劳动能
力鉴定委员会确定伤残等级后，该局才能根
据伤残等级来核定和支付孙女士相关工伤保
险待遇。刘某的申请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
定，不予支持。
随后，刘某申请劳动仲裁，要求三亚河西
环卫局赔偿三亚市社保局不予支付的孙女士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4 万元以及伤残津贴 9 万
多元。
2014 年 4 月，三亚劳动仲裁委裁决驳回
刘某的仲裁请求。刘某不服，与父亲等亲属
同诉至三亚城郊法院，要求三亚河西环卫局
赔偿孙女士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4 万元以及伤
残津贴 9 万多元。
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认为，孙女士及其
近亲属未及时为孙女士申请劳动能力鉴定，
导致其无法从社保机构领取相应的伤残补助
及伤残津贴，
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后果。
为此，一审法院驳回了刘某等人的诉讼
请求。
近日，此案被三亚中院终审维持原判。

享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及伤残津贴权利主体为职工

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冼秋玉律师认为，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
“劳动能力鉴定由用人单
位、
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向辖区的市级劳
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申请，
并提供工伤认
定决定和职工工伤医疗的有关资料”
。根据
规定，
申请劳动能力鉴定的主体包括用人单
位、
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
用人单位并非法
律强制规定申请劳动能力鉴定的唯一主体。
本案孙女士受伤后，在其用人单位未
及时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的情况下，孙女士
及其近亲属也可在当事人伤情相对稳定后
自行向相关机构申请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但其未及时申请。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 35 条规定，享
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及伤残津贴的权利主
体为职工。在本案中，劳动者孙女士因工
伤有权主张上述两项权利，而其家属并非
受工伤的劳动者，不是工伤保险待遇的权
利主体。根据《民法通则》第 9 条规定，民事
权利的享有起始于出生、终止于死亡，在孙
女士去世，其享有的民事权利已灭失。
为此，其丈夫、子女起诉主张被告单位
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伤残津贴，未被
法院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