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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拿到了《职业病诊断
证明书》，本想着工伤认定之后就可
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了，可没想到在
申请工伤认定的时候，有关部门却要
我提供三份证人证言。可是很多工
友都在职，怕给我作证后被单位‘穿
小鞋’，不敢给我出具证人证言，我去
哪找呢？”7月26日，老家在重庆市奉
节县农村的黄亿燕对《工人日报》记
者说。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
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
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
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
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
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
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
当延长。

该条例还规定，用人单位未按前
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
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
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
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
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按理说，单位应该帮我申请工伤
认定，现在单位不帮我申请，我只好自
行委托工友帮我申请。可是相关法律
法规并没有要求劳动者申请工伤认定
必须提供证人证言，这不是为难我
吗？”黄亿燕无奈地说。

向有关部门投诉，才拿到职
业病诊断所需材料

今年46岁的黄亿燕告诉记者，他
于2019年5月经人介绍入职河南洛
阳恒通井巷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成为
一名井下风钻工。入职后，公司未对
他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卫生培训和职业
危害告知，没有进行入职前的职业健
康检查，正式工作后至2021年10月，
公司未与他签订劳动合同。

2021年10月，由于出现胸闷、咳
嗽等症状，黄亿燕自行到洛阳市第六
人民医院进行了检查，查出两肺多发
粟粒样结节、右肺中叶实性小结节。

“当时医生告诉我，我疑似患上了
职业病，并向我出具了职业病诊断所
需资料告知书，希望我按照告知书上
的要求，找企业索要职业病诊断所需
的材料。”黄亿燕告诉记者。

根据我国《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
理办法》相关规定，申请职业病诊断

时应当提供职业史和职业病危害接
触史、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工
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等
材料。但这些材料都在企业手中，
让企业提供对自己不利的材料，难
度可想而知。此外，如果劳动者自
行申请职业病诊断，还需要提供劳
动关系证明。

“公司不但没给我这些材料，还
在2021年 11月突然以没有生产条
件为由，不让我干了，让我自行回
家。”黄亿燕说，后来他多次找公司领
导，要求带他去做离职前的职业健康
检查，遭到拒绝，要求公司补签劳动
合同也遭到拒绝。

黄亿燕向洛阳市栾川县卫生健康
委员会、栾川县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
大队投诉后，才从公司拿到了职业病
诊断所需的相关材料，单位也给他补
签了一份劳务合同。

今年 6月 14日，洛阳市第六人
民医院向黄亿燕出具了《职业病诊
断证明书》，诊断结论为职业性矽肺
病一期。

在规定之外要求提供证人
证言，否则不受理

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第六条的
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填写
《工伤认定申请表》，并提交下列材
料：劳动、聘用合同文本复印件或者
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
劳动关系）、人事关系的其他证明材
料，医疗机构出具的受伤后诊断证明
书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
病诊断鉴定书）。

“这些材料我都有，想着工伤认定
应该不难，马上就能享受工伤保险待
遇了。”黄亿燕说，“但栾川县人社局工
伤认定科工作人员告诉我，还缺三份
证人证言的材料，并向我出具了《洛阳
市工伤认定补正材料通知书》。”

记者注意到，一份加盖“栾川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专
用章”的《洛阳市工伤认定补正材料
通知书》指出，黄亿燕提交的工伤认
定申请材料不完整，需补正以下材
料：证人证言及证人身份证复印件、
打卡记录或考勤表。

“不仅需要三份证人证言，而且证
人需用人单位或街道、村委会盖章证
明其身份。首先，法律法规并没有要
求申请工伤认定必须提供证人证言；
其次，在职的工友也不敢为我作证，因

为他们担心为我出具证人证言后，被
公司‘穿小鞋’。最后，就算有工友肯
为我作证，单位也不会给盖章啊。”黄
亿燕说。

7月26日，记者致电栾川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科，该科
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在河南政务服务
网办理工伤认定信息登记时需要证人
证言，没有这一材料，系统就审核不通
过，这是省里的规定，他们也没办法。

专家：此举不利于劳动者权
益保护，应予纠正

无奈之下，黄亿燕只好找已经从
单位离职的老乡为他作证。

“没办法，只能这样了，在职的工
友不愿意帮我出证人证言，我也理解，
只好找已经离职的工友了，所以找到
了三名老乡。三名老乡出具的证人证
言都签字按了手印，但没有单位的盖
章，我也交上去了，如果不行再想其他
办法。”黄亿燕说。

对此，北京福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志友对记者表示，相关法律法规并
没有要求申请工伤认定必须提供证人
证言，但是实践中很多地方的工伤认
定部门都要求劳动者提供，原因是劳
动者提供后，工伤认定部门就不用自
己去调查核实了。

“也就是说，如果劳动者有证人
证言当然最好了，这样可以按工伤认
定简易程序处理，有利于劳动者尽快
拿到工伤认定书，尽快享受工伤保险
待遇。但证人证言不是必备项，劳动
者不提供不影响申请工伤认定。”张
志友说。

专家表示，有关部门要求职业病
患者提供证人证言，才予以受理工伤
认定申请，属于擅自加码，增加了劳动
者的举证负担，致使职业病患者无法
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获得法律救济，
违背了法律初衷，不利于劳动者依法
维护权益，应予以纠正，切实维护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

记者注意到，已有省份明确要求
不得将证人证言等作为受理工伤认定
申请的必备材料。2021年11月，海
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推进工伤认定便民化服
务工作的通知》第三条明确，全面梳理
工伤认定所需证明材料，非法定证明
材料，如证人证言等，不得作为受理工
伤认定申请的必备材料。

据《工人日报》

近日，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
法院收到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对法院发出的司法建议书的复
函，告知关于熊某工伤认定申请的
处理情况。

2016年9月，江西某公司员工余
某在上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
的交通事故后死亡。2017年2月，余
某之妻熊某向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某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未作出任何具体
行政行为。这期间，熊某一直未放弃

权利救济，但由于客观原因，始终未
能得到妥善处理，熊某遂诉至法院。
法院一审判决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在规定时间内对熊某提交的
工伤认定申请依法作出处理。

原审第三人江西某公司不服，
上诉至九江中院。二审合议庭经审
查后认为，该案应从实质化解行政
争议入手，着力保护劳动者合法权
益，不宜简单判决结案。故在二审
期间，合议庭成员多次到市司法局、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沟通协

商，希望三方形成合力，使熊某的工
伤认定申请得到妥善处理。最终九
江中院以发出司法建议的方式，敦
促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动
履行工伤认定法定职责，依法保护
劳动者合法权益。

日前，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已作出工亡认定决定书，并送
达熊某和江西某公司签收。积压多
年的行政争议，在一份司法建议书
的“撬动”下，得到了实质化解。

据 中国法院网

工伤认定擅自加码
让职业病患者犯了难

杨召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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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康公司违法安排朱某在高温环
境中长期超时加班，未对身体可能存在
基础疾病的特殊职工尽到合理注意义
务，导致朱某在下班途中突发疾病死
亡，是否承担赔偿责任？近日，江苏省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生命权纠
纷案作出终审判决并当庭宣判，康康公
司对朱某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30%共
计36万余元的赔偿责任。

盛夏整月无休
员工下班途中去世

康康公司是南通市一家从事环保
装饰材料生产的私营企业。朱某是康
康公司喷漆车间的一名普通员工，主要
负责搬运喷漆件。

2019年的夏天特别炎热。7月下
旬，南通当地最高气温均在30℃以上，
更有8天最高气温超过35℃。但公司
的喷漆车间内，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
进入5月以来，公司的订单源源不断，虽
然公司一直开足马力促生产，但订单仍
然排到了年底。

由于客户催得紧，整个7月，康康公
司的工人全月无休、连续工作，经常加
班至晚上八九点。

然而，意外就在这时不期而至。8
月1日20时3分左右，朱某最后一个从
康康公司下班，驾驶电动自行车从公司
北大门出发，刚开出去一分钟的路程，
就摔进了路边的农田中，他爬起来继续
向东开又在路口再次摔倒。这次，他再
也没能爬起来。

直至次日4时56分朱某才被人发
现，后经120工作人员现场确认朱某死
亡。朱某最后被人发现的位置距离康
康公司北门仅300米左右。9月22日，
当地公安机关物证鉴定室经尸检对朱
某的死亡原因出具鉴定文书，鉴定意见
为“朱某系因冠心病急性发作死亡”，同
时载明“其生前工作劳累等情况可以是
其冠心病急性发作的诱因”。

朱某去世后，康康公司向朱某的
父亲老朱和女儿小艮给付了共计
37000元。

工伤认定未果
家属起诉公司侵权

朱某早年离婚，与父亲老朱以及女
儿小艮相依为命。为了多赚钱供女儿
读书，朱某放弃原有的理发师工作，来
到康康公司上班。朱某因意外离世，留
下祖孙二人。

12月20日，老朱和小艮向当地人
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该局认为朱
某因冠心病急性发作死亡，非因本人主

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所致，且8月1日20
时3分左右自康康公司下班，驾驶电动
自行车离开公司时并无异常，其突发疾
病并非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故不属
于《工伤保险条例》认定工伤的情形，决
定不予认定工伤。

老朱和小艮不服，向南通经济技术
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该院经审理认为，朱某正常至康康
公司上班，根据人社局向朱某工友所作
调查，朱某正常完成工作任务，在工作
期间并未有异常表现，也并非在工作时
突发疾病，老朱和小艮所述朱某在工作
时已出现身体不适、呕吐等症状无任何
证据佐证。朱某当日从康康公司考勤
后驾驶电动自行车正常驶离康康公司，
后在下班途中突发疾病，并不符合“工
作时间、工作场所突发疾病”的情形，故
人社局对朱某死亡事宜不予认定工伤
并无不当，判决驳回老朱和小艮的诉讼
请求。

于是老朱和小艮于2021年以侵权
之诉，将康康公司告上了法院。

法庭上，老朱和小艮提交了一份朱
某2019年7月份上班时间的手写记录，
该记录显示当年7月朱某每天均到公司
上班，也就是全月无休，其中有21天加
班至晚上八九点。

对此，康康公司未予否认，但提交
了当地一家医院于2019年4月23日出
具的朱某职业健康检查表，该表载明未
发现朱某患有职业禁忌症或疑似职业
病。但心电图、生化检验等项目发现异
常，建议定期复查或者到综合性医疗机
构门诊复查。康康公司认为体检报告
反映朱某自身存在基础性疾病。但老
朱和小艮却认为，康康公司取得体检报
告后未及时通知朱某，仅口头告知其身
体没有问题。

认定因果关系
酌定公司赔偿比例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老朱和小艮
基于侵权的法律关系要求康康公司承
担赔偿责任，应对康康公司存在过错、
加害行为，以及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
间具有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因老
朱和小艮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康康公司
对其构成侵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
后果，法院判决驳回老朱和小艮的诉讼
请求。

老朱和小艮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
上诉。

南通中院经审理认为，朱某在事故
发生前一个月加班时长近130小时，远
远超过劳动法规定的加班时长限制，康
康公司对朱某的用工行为严重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保护性法
律规定；康康公司安排朱某于高温下在
喷漆车间内长期超时加班工作，显然会
对朱某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风险隐
患，结合公安机关物证鉴定室关于朱某
死因的鉴定意见，能够认定康康公司的
违法用工行为显著增加了朱某冠心病
急性发作的风险，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
定，应当认定康康公司违法用工行为和
朱某死亡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康康公司应当预见违法用工行为可能
造成的损害后果，且康康公司明知朱某
身体可能存在基础性疾病仍安排朱某
在高温下长期超时加班工作，据此，应
当认定康康公司对朱某的生命健康权
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对相应损害后果
的发生存在过错。因此，二审法院认为
本案虽然不符合“工作时间、工作场所
突发疾病”的工伤认定条件，但康康公
司应当对朱某的损害后果依法承担侵
权赔偿责任。

综上，南通中院综合考虑当事人过
错、因果关系参与度等情况，酌情认定
康康公司对朱某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
30%的赔偿责任，改判康康公司赔偿老
朱和小艮36万余元。

“快三年了，我总算是给我儿子一
个交代，终于可以睡上一个安稳觉了！”
2022年6月4日，在听到南通中院当庭
宣判的结果后，老朱和小艮祖孙二人落
下了眼泪。至此，这起长期加班后下班
途中突发疾病猝死案尘埃落定。

据《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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