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案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 第五十四条规

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

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

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

销： （一） 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 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 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

之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

况下订立的合同， 受损害方有权请

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

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 人民法

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本案

中， 陈爷爷签署合同时， 对合同重

要条款约定完全没有认识， 对合同

存在重大误解。 合同的订立违背其

真实意愿， 陈爷爷可行使撤销权撤

销合同。

处理结果

沙园司法所工作人员和社区法律顾问何律师知晓情

况后，及时介入组织双方调解，两老人明确表示不想出售

房产了。 经释法说理，中介公司认识到自家合同签署程序

不规范， 涉嫌欺诈可能导致合同无效， 极易引发法律责

任。 最终，两位老人、买家和中介公司就解除合同事宜协

商一致，老人退还买家定金，中介公司减免部分中介费用

后由买卖双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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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卫静雯 通讯员 刘晓毅 林静宜

企业是否为员工购买了社保，是每个人在参加工作时

都要关心的事情。 若出现没有购买的情况，可能就会导致

人身财产的损失。 本期以案说法，通过分享一个相关案例，

希望市民能够以此提高警惕，预防用人单位的违规问题。

此外，本期还带来签订合同的违约金、购买房屋的合

同这两个案例，希望街坊借鉴，学会保障自己的人身财产

安全。

购买社保是义务 用人单位跑不了

2018 年 12 月， 梁某

（化

名）

被七人故意伤害，因伤情过

重， 在 ICU 医治近月余后死

亡，期间产生高额医疗费。梁某

于 2018 年 8 月入职某快递公

司， 该公司并未给梁某购买医

疗保险或办理社保。 由于无法

享受医保报销， 梁某受伤抢救

期间的医疗费需由其家属全额

自费支付， 给这个农村家庭带

来极大的负担。 梁某家属向广

州市白云区劳动仲裁院提起申

请， 要求该快递公司支付梁某

住院抢救期间的工资和承担梁

某的医疗费， 并向社区法律顾

问梁律师求助。

案情介绍

快递公司员工死亡 医疗费用产生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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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员工购买社保是用人单位法定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

险法》 第二十三条规定， 职工

应当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国家规定

共同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该

法第五十八条也规定： 用人单

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

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未办

理社会保险登记的， 由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

社会保险费。

由此可见， 梁某于 2018

年 8 月入职快递公司， 该公司

必须在 2018 年 9 月内为梁某

购买社会保险。

梁某家属是否有权向快递公司追索医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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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一条规定：

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

社会保险手续， 且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

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 要求用

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

的， 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快递

公司没有依法为梁某办理社会

保险， 导致梁某在受伤入院之

后无法享受到社会保险的保

障， 给梁某造成了损失， 梁某

家属有权向该公司追偿本可由

社保统筹机构支付的医疗费部

分。

用人单位应当支付梁某住院期间的工资

根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

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 第三条

的规定， 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

因工负伤， 需要停止工作医疗

时， 根据本人实际参加工作年

限和在本单位工作年限， 给予

三个月到二十四个月的医疗

期。 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五年以

下的，医疗期为三个月。故梁某

自受伤到去世的一个多月的医

疗期里， 快递公司需支付其医

疗期工资。

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社会保险法》第十七条,参加

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 因病或

者非因工死亡的， 其遗属可以

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 如

果梁某有需供养的直系亲属，

梁某家属可以依据《广东省企

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恤待遇

暂行规定》，主张快递公司支付

梁某非因工负伤死亡的丧葬补

助费，供养直系亲属一次

性救济金(或供养直系亲

属生活补助费)、 一次性

抚恤金。

处理结果

快递公司承担医疗费“医保部分”

社区法律顾问梁律师及时介入， 劝导快

递公司依法承担应尽责任，并告知梁某家属，

可要求该公司支付社保机构应支付的费用 ，

但不能全额报销医疗费用。 经多方协调，快递

公司同意向梁某家属支付梁某住院抢救期间

的基本工资， 并支付本应由社保统筹机构支

付的医疗费用。 双方通过仲裁委委托广州市

社会保险管理局核实可报销费用。

合同违约金越高越好吗？

近日， 官洲街社区法律顾问李

律师接待不少群众咨询租赁合同事

宜。 出租方普遍认为违约金尽可能

多才好， 租赁合同上载明的违约金

比例从 30%到 100%都有。实际上，合

同违约金是有相关法律规定的。 李

律师陆续给咨询群众解释了相关规

定。

案情介绍

出租房随意提高违约金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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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金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

百一十四条规定， 当事人可以约定

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

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 也可以

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

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

损失的， 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 约定的违

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 当事

人可以请求予以适当减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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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

十九条规定， 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

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

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

顾合同的履行情况、 当事人的过错

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

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

量，并作出裁决。 当事人约定的违约

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

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

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

的损失”。 因此，在通常情况下违约

金最高约定不应超过损失的 30%。

违约金的约定处理

日常经济交往中， 即使合同没

有约定违约金， 如果一方违约并造

成另一方损失的， 违约方也要对其

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这个本身是

属于法定的赔偿责任。 而违约金是

独立于法定赔偿损失以外的。 违约

金不超过损失 30%的规定， 就是基

于公平原则，针对“赔偿责任”+“违

约金赔偿”发生叠加时，对“过高违

约金”的一个限制。 或者说，在有违

约金条款的情况下， 被违约方最高

能获得的损失赔偿是损失的 100%

（法定赔偿责任）

+30%

（违约赔偿责

任限额）

。

律师建议

上限为最大损失的

30%

李律师建议社区居民们在签订

出租屋合同时： 要加上违约金条

款， 如果对方违约导致你遭受损

失， 可以在损失赔偿之外另外获得

30%的补偿； 在确定违约金金额时，

要以你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的 30%

来计算违约金， 以实现利益最大

化。

沙园街居民陈爷爷和汤婆婆都

是七十多岁的老人， 想通过换房来

改善居住条件，于是在 2019 年 4 月

通过某中介公司介绍与买家代理人

李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及《补

充协议》。 在签约的过程中，李某、中

介公司借故支开汤婆婆， 然后劝服

陈爷爷签字。 陈爷爷老眼昏花，以为

合同内容与李某、 中介公司说的一

致就稀里糊涂地签了名。

后来两位老人才发现， 合同约

定 6 月 1 日老人必须腾退房屋以及

迁移户口。 又因买家一年后才能取

得购房资格， 合同约定了 1 年的房

款交割期， 意味着房屋交割后 1 年

内陈爷爷和汤婆婆无法动用购房

款。 这是两位老人在商谈房屋买卖

事宜时完全没有认识到的问题。 陈

爷爷患有多种疾病， 汤婆婆患有突

发性心脏病， 在与买家和中介沟通

的过程中身体状况不断恶化， 两位

老人遂到沙园司法所寻求帮助。

案情介绍

案例一

案例二

房屋买卖合同条款要看清

案例三

老人卖房被中介“忽悠”

合同也可变更撤销

三方协商解决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