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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洁员上班期间摔倒十余天后死亡 保险公司：无法按工伤处理

家政服务出意外，谁担责谁赔偿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史超

近日，深圳发生令人痛心的一幕，58 岁女保洁员在华强北茂业天地上班期间摔倒，经过十
余天抢救，最终救治无效死亡。虽然公司为其购买了保险，但保险公司经查验评估认为“员工
因自身突发疾病于 48 小时之外身故，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暂无法按工伤处理”。目前，
该保洁员家属已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家政服务的安全问题备受关注，意外发生谁担责、谁赔偿，往往成为事故后矛盾的焦点。
为最大限度降低自身风险，妥善应对事故带来的工作生活困难，不少家政公司会通过购买保险
来转嫁风险。那么，家政行业保险应该如何买？其中细节知多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特邀湖
南省家庭服务业协会智库风控专家以及法律事务专家，细说家政服务风险防范那些事儿。

扫一扫，
分享精彩内容

案例
新生宝宝从育儿嫂怀中摔落致伤，谁担责

案例
保洁员拿到伤残赔款，清洁公司又收传票

方某的丈夫 刘某与某家 政 服
务公司签订了一 份《家 政 服务协
议》，由某家政服务公司推荐其家
政服务人员张某为方某夫妻未满月
的新生宝宝提供保育
（全职带孩子）
服务，工作时间为全天。一个月后
一天的凌晨 2 点 30 分，张某抱着
孩子时，将孩子摔落地上，导致颅
内出血、颅骨骨折、头皮出血。孩
子刚出生一个月就造成重创，方某
夫妻向某家政公司提出赔偿。要求
被拒后，夫妻俩起诉某家政服务
公司和育儿嫂张某本人，请求法院
判令双被告支付医疗费、交通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13 万余元。
庭审中，为方某家提供育儿服
务的张某表示，事发当日是方某让

2018 年 6 月，胡某在某清洁公司承包的药房总部办
公楼外墙清洗时，因绳索放短，摔到地上受伤，经工伤
鉴定为 8 级伤残。在院期间，该清洁公司老板个人支付
陪护费、医疗费、胸腰支具等 89688.52 元。住院期间
双方多次沟通，胡某口头承诺只要能拿到 20 万元赔款
就不再向公司主张任何赔偿，并将医疗费用报销部分返
还公司。该清洁公司在三家保险公司为胡某购买了总计
100 万限额的团体意外伤害险。出院半个月后，胡某凭
意外伤害险保单顺利从三家保险公司共拿到了 211800
元伤残赔款。没想到，2019 年 4 月，该清洁公司突然
收到了法院传票，胡某起诉公司，要求赔偿各类费用及
工伤残疾赔偿金共计 332300 元。
清洁公司认为胡某非公司固定员工，工伤不成立，
于是起诉人社部门工伤认
定错误。法院认为胡某是
在 工作 期间工作地 点 受
伤，工伤成立，清洁公司
败诉。此后，胡某在劳动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
裁员裁决“清洁公司自裁
决生效起五日内向胡某支
付交通费、护理费、一次
性 伤 残 补助 金、 一 次 性
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
伤残 就 业补助金等 合 计
167819.56 元”。

自己将以往每次给孩子喂食 奶粉
的数量直接降低了 1/3，导致孩子
晚上饿醒一直哭闹，自己只能抱着
孩子倚在床头。由于每天 24 小时
独自照看孩子导致睡眠不足，孩子
才从身上滑落，并不是自己故意将
孩子摔落致伤。
对于方某夫妻提出的赔 偿 请
求，张某认为，作为某家政服务公
司的一名服务员，自己是受公司指
派在履行职务活动。依照家政服
务协议第 11 条的约定，某家政公
司在收到甲方全款后，要投保家政
保险以转嫁发生事故后风险的责
任，届时由保险公司直接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解析 用工形式不同，责任分担不同
家政服务人员在提供服务过程
中意外受伤或致使雇主财产或人身
损害，到底该由谁承担责任？
“用工
情形不同，带来的用工性质、法律
风险也各有不同。”湖南省家庭服务
业协会智库法律事务专家李萍律师
表示，谁来担责要视用工形式而定，
目前家政行业一般有两大类：
若为员工制的用工形式
家政服务员与家政公司之间形
成劳动关系，家政服务人员作为家
政公司的员工，在从事家政服务过
程中造成雇主财产或人身损害的侵
权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根据《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家政
服务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
损害的，由家政公司承担侵权责任；
同时， 家 政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后，
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服务
人员追偿。
另外，如果是家政服务人员工
作时间内在雇主家工作时因意外受
伤，应当属于工伤的范畴，应当依法
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
若为中介制的用工形式
家政公司作为中介，与雇主之间
形成的是中介合同法律关系，一旦
雇佣双方达成协议，中介公司的任
务也就完成了。在这种用工形式下，
家政服务人员与雇主形成劳务关系。

当家政服务人员因自身过错导致雇
主遭受损失，雇主可直接向家政服
务人员追责，要求家政服务人员承
担侵权赔偿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家政服务人
员在提供服务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
因与家政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属
于工伤，不能享受工伤保险的相关待
遇。雇主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另外，
如果是由于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
成雇员人身损害的，雇主承担赔偿
责任后，可向第三人追偿。根据《民
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的
规定，提供劳务期间，因第三人的行
为造成提供劳务一方损害的，提供
劳务一方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侵权责
任，也有权请求接受劳务一方给予补
偿。接受劳务一方补偿后，可以向第
三人追偿。
“要想将服务风险降到最低，对
于消费者来说，选择正规的员工制
企业更有保障，而对于企业来说，
如果是员工制企业，必须对员工管
理到位，培养优质的人才，要把安
全放在首位。”李萍建议，家政公司
依法为员工购买企业职工社会保险，
以此防范用工风险。如果没有条件买
企业职工社保，则建议购买雇主责
任险、家政人员责任险等商业保险，
最大限度地降低责任风险。

解析 量身定制“家政险”及时止损
“保险可以在发生意外时为相关方减少损失，但提前
远离风险，才是避免损失、降低经营风险的最有效方式，
家政公司的风控管理也非常重要。”湖南省家庭服务业协
会智库风控专家付振国表示，目前湖南省家协联合鼎安保
险经纪平台为行业量身定制的“雇主责任险”以及“家政
服务人员责任险”备受欢迎，500 余家家政公司为超 4 万
员工投保，已覆盖全国 12 个省市自治区。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与家政服务市场
相关的常见保险产品有团体意外险、雇主责任险、家政服
务人员责任险及家政经营人责任险等。付振国建议，家
政公司在购买雇主责任保险和家政服务人员责任保险的前
提下，还应该注意这些常见的投保注意事项以及理赔“套
路”：不同工种对应的风险程度不同，购买保险要如实告
知，要保证员工带保险上岗，不允许脱保、漏保；避免雇
佣年龄超过 70 岁的人员；发生事故 24 小时内要及时向保
险经纪报案，如超过 24 小时报案，将导致保险公司无法
核实真实情况从而难以理赔；保险理赔误工费天数应根
据医生医嘱、病历资料判断伤者伤情，再与公安部发布的
GAT1193-2014《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
定规范》结合合理判断。

伊姐说科普

宝宝患苯丙酮尿症
如何治疗

文 / 李潺（湖南省儿童医院
肾脏风湿科）
对准爸妈来说，最大的心
愿就是能生个健康的宝宝，但
是人生常常有意外。如果宝宝
得了苯丙酮尿症，该怎么治疗？
饮食治疗是最为有效的一种治
疗方式。越早开始治疗，效果
越好。由于患儿体内苯丙氨酸
过多，为避免苯丙氨酸合成过
多的蛋白质，所以要适当降低
蛋白质的摄入。此外，给孩子
提供低苯丙氨酸饮食。低苯丙
氨酸饮食适用于典型的苯丙酮
尿症患儿，或血苯丙氨酸浓度
持续高于 1.22mmol ／ L 的患儿。
对轻症患儿首选母乳喂养，另
可加特制的低苯丙氨酸奶粉（占
80%），幼儿添加辅食应以淀粉、
蔬菜和水果等低蛋白质食物为
主。除饮食治疗外，还要对症
进行药物治疗。四氢生物蝶呤
是主要治疗药物，家长应谨遵
医嘱，规范用药，部分患儿需
要联合补充酪氨酸或用补充酪
氨酸取代饮食。家长应该对孩
子的病症充分重视，积极进行
治疗。

小儿活动后嘴唇发紫，
注意心脏疾病

文 / 肖宁（湖南省儿童医院
心胸外科）
小 孩 子 在 成 长 的 过 程 中，
难 免会 出 现 身体 不 适 的症 状。
如果小孩在吃奶或者运动的过
程中，出现明显的气喘和嘴唇
青紫的现象，要注意是不是心
脏方面的疾病问题。小儿先天
性心脏病是一种常见的发生在
新生儿身上的心血管疾病，多
是因为妈妈们在孕早期没有注
意，导致宝宝在胚胎发育时期
因病毒、药物、辐射等出现心
血管发育异常所致。当然，也
不排除其他一些因素，如遗传
等。小儿先天性心脏病根据症
状可分为潜伏青紫型、青紫型
和无青紫型，其中青紫型是较
为常见的一种。当小孩患有先
天性心脏病后，因体内缺氧可
能会引起青紫， 尤其在口唇、
指 ( 趾 ) 甲床、鼻尖最为明显。
目前绝大多数先天性心脏病都
是可以完全治愈的。但治疗后，
家长们依然需要细心呵护，这
样更有利于宝宝的康复。家长
可带孩子尽早就医，在医生指
导下进行干预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