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的哥营运中猝死却不算工伤
出租车公司称双方仅签承租合同不存在劳动关系；这其实是行业“老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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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盘小区
多辆车被划伤
□记者 袁野

生活日报4月19日讯 19日上

午8点30分左右，多名棋盘小区的

居民，到路边准备开车时，发现自

己车被划了。据多名车主介绍，这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这次比较

严重，大概有十几辆车被划。

“我把车停在这里好几天了，

今天一早八点多，突然接到民警

的电话，才知道自己的车被划

了。”车主李女士告诉记者，之前

也出现过车被划伤的情况。

随后记者来到路边一家饭

店，饭店老板的车也被划成了“大

花脸”。“我的车也不是第一次被

划了，前年有个男的失恋，划了我

的车，这次肯定也是有人故意搞

破坏。”老板对此很气愤。

接着记者看到饭店内的监控

视频，大概在0时47分时，监控画面

出现了一个男子。该男子独自一人

由东向西从车辆旁走过，路过一辆

被划车辆时，这名男子明显伸出了

手。但由于角度不佳，所以无法判

定就是这名男子下的黑手。

记者从派出所了解到，除了棋

盘小区6号楼前，东舍坊街也有多

辆车被划。目前，车主们已经向派

出所报警，警方还在调查当中。

男子醉驾撞人逃逸
四公里内撞死两人
□记者 范洪雷 实习生 李媛歌

31岁的章丘男子张龙醉酒驾车连夺两命，

18日下午在济南中院出庭受审。据了解，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的，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油门当刹车撞死路边老人

去年9月6日晚，章丘男子张龙与朋友聚

餐，喝了约二两酒后，独自驾驶轿车回家。当晚

8点左右，他驾车来到章丘宁家埠镇向高村时，

与一辆逆向行驶的电动三轮车发生了刮擦。

“我就想赶紧踩刹车。”然而，在酒精作用下，他

竟误把油门当成了刹车。车辆冲出去二三百

米后，撞上了路边的一名老人。张龙说，当时，

他看着好像是被害人家属冲他走过来，就开

车迅速离开了。

据了解，被撞老人李英70多岁，家住案发

地附近，当晚，她担心晾晒在外的玉米堆上的

塑料没有盖严实，出来查看。老人的孙子刚考

上大学，打算卖掉这些玉米筹集学费。被撞后，

老人因颅脑损伤不幸离世。

逃逸途中又夺一命

他继续开了约三四公里，来到一座拦河

坝桥边时，撞到了一辆电动车上，车上的男子

应声倒地。一名目击证人赶紧跑上前查看，见

一名男子倒在血泊中。

据了解，被撞村民王旭年近60岁，当晚他

骑着车子准备到河里捉鱼，在骑到拦河坝桥

时，被醉酒驾驶的张龙撞上。被紧急送医后，

因颅脑严重损伤，王旭不治身亡。

法庭上，张龙回忆称，再次撞人后，他继续

往前开，来到他所在村子附近时，车辆失控，钻

进了一旁的玉米地，他在车里昏睡过去。直到

次日凌晨1点多，清醒后，他给妻子打了个电

话，挂断电话后，又接着报警自首。

该案未当庭宣判。(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首席记者 王健

生活日报4月19日讯 16日
上午，济南天气阴沉。上百名出租

车驾驶员自发为刚刚去世的同行

送行，尽管素不相识。去世的哥今

年40多岁，在营运中突发疾病不

治身亡。18日，记者从该的哥所在

公司获悉，他们一直在积极配合

其家人处理身后事，但因为双方

签的是承租合同，不能算是工伤。

“这名的哥去世的消息传开

后，上百名驾驶员放弃营运给他

送行。”17日上午，济南的姐刘师

傅说，这都是自发的。她本来也想

去现场，但因为家里有事耽误了。

说着，她不禁流下了眼泪。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不止一

名出租车驾驶员提到了“工伤”这

个词。其实他们也知道，这名的哥

的猝死不会被认定为工伤，毕竟

他们和公司签订的都是承租合

同。“因为长时间营运，出租车司

机大部分都有职业病，颈椎、腰

椎、胃都不好，很多男司机前列腺

也有毛病。”的哥张师傅说，通过

去世的驾驶员，他们更想知道，万

一自己遇上类似的事儿，家人能

有什么保障？

18日，去世的哥所属出租车

公司负责人介绍，得知这名的哥

意外去世的消息后，公司的管理

人员和热心驾驶员都捐了款，他

们会协助其家人解决后续问题。

不过因为该的哥和他们公司不存

在劳动关系，所以不可能被界定

为工伤。

“这个事儿讨论了很多年，后

来还专门开了研讨会。”济南市出

租汽车协会相关负责人说，1999年
济南也想强制推行驾驶员和出租

车公司的劳动合同，但时间不长就

废除了，驾驶员和公司都不满意。

济南某出租公司工作人员

说，公司之所以不愿意和驾驶员

签劳动合同，主要因为行业本身

的特殊性，他们不存在从属关系。

而且签合同后，公司管理成本会

增加。而的哥张师傅说，如果“份

子钱”不增加，他们肯定希望和公

司签劳动合同，但这显然不太可

能，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

《济南市出租汽车行业深化

改革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指
出，出租汽车企业、个体经营者要

依法与驾驶员签劳动合同或经营

合同。但显然，公司和驾驶员之间

签的是经营合同。

专家指出，尽管出租车驾驶

员和公司之间没有劳动合同，但

国家相应的保障体系应该跟上，

毕竟从现在的情况看，他们既不

存在签劳动合同的条件，又需要

相应的社会保障。据悉，自2017年
开始，济南对在运及更新车辆的

承包费标准，由四方协商确定。驾

驶员们希望将来也能协商一下他

们的保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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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8464男，未婚，30岁，

1 . 82米，本科，国企软件研

发工程师，父亲经商，母亲教

师，车房具备。咨询电话：

88340101
G8465男，未婚，32岁，

1 . 83米，大专，电力在编，父

母均是电力，车房具备。咨询

电话：88340199
G8466男，离婚，37岁，1.76

米，山大硕士，省银行高管，车

房具备。咨询电话：88340101
G8456男，离婚，52岁，

1 . 75米，硕士，中科院院士，

自己有科研项目，名车豪宅。

咨询电话：88340199
G8596男，离婚，55岁，

1 . 78米，本科，省级医院医

师，车房具备。咨询电话：

88340101
A6665女，未婚，28岁，

1 . 69米，本科，国企会计，有

婚房。咨询电话：88340199
88566男，1965年出生，

1 . 77米，丧偶，本科，机关处

长 ，有 车 房 ，咨 询 电 话 ：

13001723863
10020男，1983年出生，

1 . 79米，未婚，本科，证券一

级分析师，有车房，咨询电

话：13165416876
99935男，1987年出生，

1 . 80米，未婚，本科，银行中

层，宝马车房，咨询电话：

13001723863
13807女，1993年出生，

1 . 66米，未婚，本科，幼儿教

师，白皙漂亮，咨询电话：

13165416876

学校玻璃坠落扎伤男孩左眼
□记者 程凌润

实习生 刘文蕾

生活日报4月19日讯 4
月19日上午，在济宁汶上某

小学上学的7岁男孩桐桐(化
名)因为校园一房间门上玻

璃坠落扎伤左眼，玻璃渣子

伤到眼球，被学校老师紧急

送往山东省立医院救治。

4月19日下午2点，生活

日报记者来到山东省立医院

眼科门诊，陪在身边的是他

的爷爷和奶奶。桐桐的爷爷

介绍，桐桐当时正在学校里

上课，大约是上午8点，不知

道怎么回事一房间门上的玻

璃就掉了下来，是坠落的玻

璃碎片把桐桐的左眼扎伤

的。

据了解，桐桐眼睛被扎

伤以后，学校老师紧急送往

当地医院救治，并通知了桐桐

的爷爷奶奶。“医生建议我们

到更好的医院救治，我们就一

起来到了省立医院。”桐桐的

爷爷说，为了抢时间给桐桐

治疗，他与妻子直到下午2点

多也没来得及吃一口饭。

据山东省立医院眼科的

一名医生介绍，桐桐的眼球

被玻璃伤到，其他地方的伤

口也很深，他们会竭力进行

救治。“应该能保住眼球，但

是风险有多大，这个不好

说。”至于会不会影响孩子的

视力需要进一步治疗后具体

观察。

当天下午2点多，桐桐被

送往省立医院西院的眼科中

心住院治疗。桐桐的爸爸也

从天津紧急赶往济南。

在淘宝购物用微信付款
等了九天未见发货
□记者 程凌润 实习生 刘文蕾

生活日报4月19日讯 4月10日，邵先生在

一家淘宝网店买四把螺丝刀，支付宝账号中没

有钱，便通过微信红包将钱转给商家，共花费

14元。邵先生没在淘宝下单，九天后未见发货。

“他给了我一个运单号500003104，我就

查物流派送信息，但是查不出来。”两天过去

了仍然没有发货动态，邵先生见状，马上打电

话联系商家，让对方帮自己查物流并发截图

反馈给他，但商家答应后便没有了音信。等他

再打电话，对方便不接了。

受伤的桐桐躺在楼道的长椅上。 记者 程凌润 摄

梁府庄
一外地房客死亡
□记者 程凌润 实习生 刘文蕾

生活日报4月19日讯 4月18
日晚上，在济南市天桥区梁府庄，

一外地男租客被发现在屋内死

亡。据知情者介绍，该男子今年40
多岁，是外地来济的生意人，被发

现时已经死亡多日。

但是房东否认了男子死于出

租屋内，称死于外面的大街上。“法

医都过来鉴定了，是喝酒猝死的。”

房东介绍，死者的家属已经来过，

尸体也已经拉走了。

目前，民警已经介入调查。

早餐摊贩起冲突
疑因争抢生意
□记者 李培乐

生活日报4月19日讯 今天

上午，在兴济佳苑小区，有几个卖

早点的，疑似因为生意上的问题，

打起来了。一名女子受伤去了医

院，目前警方正在调查。

事发时旁边的环卫工人目睹

了事情经过，“那个女的(曹先生

母亲)在那里卖煎饼果子，和豆

浆，可能她卖得比较便宜，卖一块

五，另一个人就嫌她卖得便宜。环

卫工说，几个附近的人随后赶忙

上前拉架，但根本无法拉开，直到

派出所的民警赶到，争执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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