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越 律师                            
          手机：13570831913 
           E-mail:yuezhao75@yahoo.com.cn                
                       

 

Tel：400-6161-040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件相关法律适用问

题的指导意见 (2009 年 4 月试行) 

（2009 年 4 月印发） 

  

    为妥善、及时、正确处理工伤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统一司法裁判尺度，依法保护

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广东省工伤保险条

例》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上级法院的指导意见结合我市司法审判实践，在对

2000 年以来我院规范性文件中有关工伤保险行遇纠纷案件的规定进行整理、修订

的基础上，制定本指导意见。 

    1、劳动者以用人单位降低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工资标准导致其损失为由，要求

用人单位承担工伤待遇损失的，应先向劳动争议仲裁部门申请仲裁，且劳动仲裁就

此争议的裁决为终局裁决。 

    2、当事人因工伤保险待遇发生争议，举证贡任如下分配： 

    (1)劳动者应就存在工伤伤害的事实及工伤认定、伤残等级鉴定时间、工伤住院

治疗起止时间及费用、同意转院治疗的证明及所需交通费和食宿费、应安装康复器

具的证明及费用等事实举证； 

    (2)用人单位应就各种实际已发生的工伤损害赔偿费用支付事实举证。 

    3、用人单位以劳动者假冒身份证明为其投保而遭受社会保险损失的，对法律法

规规定由工伤保险基金负担的工伤保险待遇部分，如冒用人发生工伤时已满 16 周

岁，由冒用人承担主要责任，用人单位承担次要责任；如冒用人发生工伤时不满

16 岁，由用人单位承担主要责任，由冒用人承担次要责任。 

    法律法规规定由用人单位负担的工伤保险待遇部分，劳动者无须进行分担，仍由

用人单位全额支付。 

     在我院 02 年研讨会综述第二十条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双方分担责任仅限于

用人单位己为劳动者缴纳了工伤保险费后因劳动者冒用身份证明而工伤保险基金拒

绝支付部分；对于应由用人单位承担部分，因无论其是否为劳动者缴纳了工伤保险

费，其均应承担相关费用的支付责任，故劳动者假冒身份入职并不对其责任的承担

产生影响，故仍规定由用人单位足额支付。 

    4、建设工程的分包人挂靠承包人，并以承包人名义承接工程的，劳动者的工伤

待遇可由分包人和承包人共同承担。 

    承包人违反《建筑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对建设工程

进行转包或分包的劳动者的工伤待遇可由转包人、分包人和承包人共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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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受雇人因履行雇佣合同遭受伤害的，不属于工伤事故，但雇主应承担人身损

害赔偿责任。受雇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

规定。 

    6、劳动合同中有关限制或免除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工伤承担的法律责任的约定无

效。 

    7、劳动者工伤后，被鉴定为五至十级伤残的，劳动合同期限未满，用人单位应

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违章致伤，并给其造成严重损失为由解除

劳动关系的，不予支持。但劳动者在被安排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后，严重违反用人

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应当允许。 

    8、对于疑似职业病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及时安排其进行诊断，在疑似职业

病的劳动者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不得解除或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劳动者被诊断患有职业病，但用人单位没有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的，其医疗和生活

保障由最后的用人单位承担；最后的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该职业病是先前用人单位

的职业病危害造成的，由先前的用人单位承担。 

    职业病患者要求工伤待遇的，应要求其提供工伤认定。 

    9、工伤认定属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职权，当事人对认定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中不直接作工伤认定。劳动者请求工

伤待遇，未提供劳动保障部门作出的工伤认定的，人民法院应裁定驳回其起诉。但

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且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受

理，并就用人单位是否承担工伤赔偿责任进行审理： 

    (一)劳动者有证据证明其受伤属于工伤的； 

    (二)用人单位对构成工伤没有异议的； 

     (三)非法用工单位与非法用工中的伤亡人员就赔偿问题发生争议的。前两句内容

为中院 06 年座谈纪要第十三条的规定，但书部分在省院 0S 午指导意见第十五条规

定的基础上增加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其受伤属于工伤的情况，扩大了人民法院在未

经工伤认定时管辖的范围，目的在于保护因超过工伤认定期限而无法救济的劳动

者。 

    10、用人单位以未收到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为由，在诉讼中申请进行

重新鉴定或要求进行复查的，不予支持。 

    11、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赔偿纠纷应作劳动争议处理，赔偿标准按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的规定执行。 

    对于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了非法用工处理意见的，劳

动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应当作为界定非法用工的依据。对于行政主管部门

未作出处理意见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

第二条的规定，根据查明的事实界定非法用工关系是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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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劳动者系第三人侵权所致，劳动者先获得侵权赔偿的，不影响其享受工伤待

遇，但对于医疗费、丧葬费和辅助器具更换费不得重复享有。 

    13、劳动者的工伤待遇由用人单位承担的，劳动者依人身保险合同获得的赔偿，

用人单位不得主张在工伤待遇中扣除。 

    14、劳动者工伤后提出辞职，请求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

助金和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除其辞职系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或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提

出的外，对其请求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不予支持。 

    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要求赔偿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和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应予支持。 

    第一款是关于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解除劳动关系经

济补偿金是否可以兼得的问题。工伤职工辞职时，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

二十九条规定的，可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和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但除系

被迫解除外，不符合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故劳动者在工伤后提出

辞职，除其符合被迫解除劳动关系条件外，用人单位无需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

偿金。 

    第二款是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赔偿金是否可以兼得

的问题。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依《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用

人单位应文付赔偿金。同时，此情形下，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

劳动者对劳动关系是否继续拥有选择权，其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不要求继

续履行劳动合同而要求支付相应费用。在劳动者未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要求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和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情况下，劳动者对劳动合同的终

止或解除具有一定的主动性，从保护工伤职工的角度出发，可参照其主动提出解除

劳动合同的做法，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因此在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而工伤职工未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

同时，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赔偿金可以兼得。 

    15、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

第二十九条中计算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基数"本人工

资"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前十二个月平均缴费工资，但工

伤职工实际平均应得工资高于缴费工贸的，本人工资为工伤职工实际平均应得工

资。 

    本人工资高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百分之三百的，按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

百分之三百计算；本人工资低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百分之六十的，按统筹地区

职工乎均工资的百分之六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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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款所称的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系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

病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 

    该条第一款是关于"本人工资"的确定问题。其但书内容系根据省院 08 年指导意

见第二条规定制定，其余内容为中院 06 年座谈纪要第十四条第一款的内容。第二

款是在“本人工资”过高或过低时的确定问题，是我院 06 年座谈纪要第十四条第一

款的规定。第三款是关于平均工资的确定问题。我院 06 年座谈纪要第十四条第二

款从方便审判出发规定，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系指工伤职工发生工伤时的上年度

统筹工资。但《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七条明确规定，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

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故在第三款中对 06 年

座谈纪要第十四条第二款的内容进行了修改。 

    16、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劳动者因工伤需要暂停工

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

付。停工留薪期按照医疗终结期规定，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最长不超过二

十四个月。工伤职工评定伤残等级后，停发原待遇，按照有关规定享受伤残待遇。 

    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未明确注明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的，除少数特别情况(如单

侧膝下缺失治疗终结评残后安装假肢需要一定的适用期和个体治疗终结后需要特别

的功能锻炼的)外，医疗终结期视同停工留薪期。 

    停工留薪期原工资福利待遇按劳动者工伤前三个月的平均标准确定，但不含加班

工资。    

    第一款是关于通常情况下停工留薪期的确定和待遇问题，其内容是中院 06 年座

谈纪要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第二款是特殊情况下停工留薪期的确定问题，是根

据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就有关问题给我院的复函制定的。第三款是停工留薪期待遇

的计算标准问题。我院 06 年座谈纪要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原工资福利待遇包括加

班工资，但因加班工资的支付应以劳动者存在加班事实为前提，而劳动者工伤后停

工治疗，不可能还存在加班，故在发放劳动者停工留薪期工资时将加班工资剔除在

外。 

    17、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在劳动者发生工伤事故后，经劳

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需安装辅助器具的，工伤职工请求一次性支付辅助器具更换

费，应予支持。辅助器具更换费用的确定应以统筹地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签订服务

协议的辅助器具配制机构出具的关于辅助器具安装费用及更换周期的意见为依据，

计至工伤职工 70 周岁止。配制机构出具的标准超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参考标准

的，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参考标准确定。 

    18、住院期间伙食费由用人单位按深圳市因公出差伙食补助标准百分之七十支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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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住院期间伙食费是由单位按本单位因公出差标

准伙食补助标准的 70%支付；而《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住院

期间伙食费由单位按当地因公出差伙食补助标准的 70%支付。两个规定存在冲

突，在实际适用中也存在适用不同规定，从而造成不同的裁判标准的情况。经审判

长会议讨论认为，各单位的出差补助标准各不相同，在举证上存在一定的困难，采

用《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当地标准更便于操作，也减轻了当事人的举证责

任。故决定采用《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伙食费标准。 

    19、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了工伤保险费，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后，工伤职

工请求后续治疗费的，应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处理，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承担

的，不予支持。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了工伤保险费，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后，工伤职工请求

后续治疗费的，应由社会保险基金支付还是由用人单位支付，曾出现不同的判决。

审判长会议讨论认为此种情况应参照旧伤复发的规定，由社会保险基金支付。后经

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沟通，其也认可应由其支付。故我院审委会 2008 年 7 月 2

日第三十九次会议决定在此情况下，劳动者的后续治疗费应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

法处理，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承担的，不予支持。 

     20、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支付标准，应为 60 个月深圳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

资。 

     21、原劳动部《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规定用人单位应给予 3

个月到 24 个月(3 个月、6 个月、9 个月、12 个月、18 个月、24 个月)的医疗期，上

述医疗期分别按 6 个月、12 个月、15 个月、18 个月、24 个月、30 个月内累计病休

时间计算。上述医疗期的计算，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约定期间

不是以月的第一天起算的，一个月为三十日。即如果间断休的病假，一个月按三十

日计算，则 3 个月病假为 90 日。如果劳动者不间断休病假，则应分为以月的第一

天开始和非以月的第一天开始其休病假两种情况。如从 5 月 1 日开始不间断休 3 个

月病假，医疗期应计至 7 月 31 日。如从 5 月 1 日开始不间断休 3 个月病假，则应

按 90 日确定，即医疗期至 8 月 8 日止，而不是 8 月 10 日。 

    劳动者累计医疗期未满而劳动合同期己满，且需要停工休息治疗的，劳动合同期

限自动延续至医疗期期满为止；在医疗期内医疗终结的，医疗终结之日即可终止劳

动合同； 

    对其中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办理因病或非因工

负伤退休、退职手续。不需要停工休息治疗的，只要劳动合同期满，便可终止劳动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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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根据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对劳部发[1996]354 号文件有关问题解释的通知》

(劳办发[1997]18 号)规定，“劳动者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合同期满终止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支付不低于六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是指合同期满终止劳动合同

时，劳动者医疗期满或者医疗终结被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 5-10 级的，用人

单位应当支付不低于六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鉴定为 1-4 级的，应当办理退休、

退职手续，享受退休、退职待遇。 

    23、劳动者退休前非因工死亡或退休后死亡的，其供养的直系亲属享受的丧葬补

助费和一次性抚恤金的标准为： 

    (1)丧葬补助费：支付标准为其死亡时深圳市上年度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3

倍； 

    (2)一次性抚恤金：抚恤金以其死亡时深圳市上年度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

数。供养直系亲属为 1 人的，支付上述基数的 6 倍；供养直系亲属为 2 人的，支付

上述基数的 9 倍；供养直系亲属为 3 人及以上的，支村上述基数的 12 倍。 

    丧葬补助费、一次性抚恤金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支付。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缴

纳社会养老保险费的，上述费用由用人单位支付。 

    24、本指导意见自印反之日起，本院以往相关会议纪要、综述、指导意见不再适

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上级人民法院或本院有新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 

    25、本指导意见由市中级法院审判委员会负责解释，供全市两级人民法院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