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师解答院 危害公共安全罪包括院
1.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如院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失火罪; 过失决水罪
等);2. 破坏特定设施尧设备的犯罪(如院
破坏交通工具罪尧 破坏电力设备罪尧过
失损坏交通设施罪等);3. 实施暴力尧恐
怖活动的犯罪(如院领导尧组织尧参加恐
怖活动罪;资助恐怖活动罪;劫持船只尧
汽车罪等);4. 以枪支尧弹药尧爆炸物尧危
险物质为对象的犯罪(如院非法制造尧销
售枪支罪;盗窃尧抢夺枪支尧弹药尧爆炸
物尧危险物质罪;丢失枪支不报罪等);5.

过失造成重大责任事故的犯罪 (如院交
通肇事罪;重大责任事故罪;消防责任事
故罪等)遥

在本案中袁 若认定公交司机伤势达
轻伤以上袁则老太太将受到刑事追究袁涉
嫌构成故意伤害罪遥 但是老太太在正在
运行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殴打实际驾驶
该车的司机袁 致使车上的乘客的生命安
全处于极度危险状态袁 一旦发生交通意
外,受害的除了乘客尧司机,还有马路上其
他不特定人遥老太太罔顾众人生命安全袁
为一己私欲殴打公交车司机的行为足以
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遥

案件回顾：
6月 27 日，福建泉州

一老太坐错公交车，中途
想下车。司机告知要到站
停，拒绝要求。随后老太走
到前门处与司机协商，最
终俩人发生争执，老太先
是用手中的拐杖猛烈敲击
前门玻璃，随后还用拐杖
殴打公交车司机，并拎起
车上的垃圾桶砸向司机，
其间从公交车上的监控录
像可以看到，司机的胳膊
被打肿，但老太并没有停
止殴打，而是不断用拐杖敲
打司机右胳膊，车上乘客指
责老太不能殴打司机也遭
到了老太的责骂，并称司机
报警没用。最后，老太和乘
客都下车了，而司机却趴在
方向盘上痛哭不止。

律师解答院 老太太把司机打伤要承
担民事赔偿责任遥 我国法律规定袁行为
人对因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财产权和
人身权袁并造成损害的违法行为应当承
担的民事责任遥 根据叶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曳第十七条尧叶中华人民共
和国侵权责任法曳 第十六条的规定袁司
机可以要求老太太赔偿院医疗费尧误工

费尧护理费尧交通费尧住宿费尧住院伙食
补助费尧必要的营养费;如果司机被打残
了袁 还可以要求老太太承担残疾赔偿
金尧残疾辅助器具费尧被扶养人生活费尧
康复费尧护理费尧后续治疗费等其他合
理费用遥 不仅如此袁由于老太太的暴打袁
给司机的心灵带来重大的创伤袁导致司
机精神压抑的袁司机还可以要求老太太
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遥

律师解答院 正当防卫是为了使国
家尧公共利益尧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尧财
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
害袁 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袁对
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袁 属于正当防
卫袁不负刑事责任遥

而在这个案例中袁老太太拿着拐杖

对公交车司机殴打近十分钟袁公交车司
机在被打的过程中就是遭受了不法侵
害袁 所以司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袁是可以还手的遥 但是由于司机跟老
太太之间存在着身体和年龄的差距袁司
机要把握好防卫的度袁不然很容易会防
卫过当遥

解答院根据法律规定袁人民检
察院只有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的损害国家利益尧社会公共
利益的民事调解书尧 行政赔偿调

解袁才有权抗诉遥 如果民事调解书
仅损害第三人的利益袁没有损害国
家利益尧社会公共利益的袁只能向法
院申请再审遥

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65542725

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塘沽院民行科：25861279

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汉沽院民行科：67198767

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大港院民行科：63239811

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人民
检察院是否都可以进行监督？

姻 法眼看新闻

天允律师事务所的贾长亮
律师说院 带着自家孩子出来玩
耍难免磕磕碰碰袁 作为家长理
应照看好年幼的宝宝袁根据叶民
法通则曳第十八条规定院监护人
应当履行监护职责袁 保护被监
护人的人身尧 财产及其他合法
权益遥

大宝妈妈在看护孩子的时
候不慎造成大宝从儿童车内摔
伤袁 她作为妈妈对孩子没有尽
到保护义务袁 因疏忽导致孩子
受伤袁 这个责任和豆豆妈妈没
有关系遥

另外袁 如果童车本身没有
质量问题袁 豆豆妈妈允许大宝
乘坐自家童车也是出于友好的
善意表现遥应被理解为袁她允许
大宝妈妈在看管照顾孩子的情
况下乘坐童车袁 因此她不存在
任何过错袁 也没有义务支付医
药费遥大宝使用童车期间袁其母
亲对他的监护责任不因孩子上
了他人的童车改变或免除遥

策划院姚宝娟 沈东坡 编辑院张港 校对院乔娅丽 制作院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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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邻居家儿童车出事了
姻 时报记者 张玮 报道

微 剧本

手机预装软件多
涉嫌侵权被诉讼

因 律师说法同在一个小区一个楼栋居住的
两家人袁平时都喜欢聚到小区广场带
孩子出来玩耍遥 这看似很正常的居民
休闲活动却引出了一件让人很别扭
的事情遥

豆豆和大宝都两岁多了袁 这两个
孩子住在同一小区同一楼栋袁 两家人
原本并不认识袁但因为两个孩子差不
多大袁他们的父母渐渐地有了共同话
题袁也成了好邻居尧好朋友遥豆豆和大
宝的妈妈都是专职主妇袁每天闲暇时
她们都会带着孩子到小区的广场玩遥
几天前袁豆豆爸爸的朋友从国外给豆
豆带回来一个特别漂亮的儿童车袁豆
豆妈妈就带着豆豆在广场野开车冶袁引
来了很多孩子看热闹遥 因为和豆豆妈
妈很熟悉袁 在看到豆豆的新车后袁大
宝妈妈也想让自己的孩子试试新车袁
野这车真好袁能让我家大宝玩会儿吗钥冶
豆豆妈妈很大方袁示意大宝上车遥

大宝很兴奋地坐到了车里袁 大宝
妈妈仔细观察整辆童车袁非常羡慕袁但
一个不留神袁 大宝突然将小腿伸出车
外袁因为失去平衡袁大宝害怕地想从车
上迈出来却连人带车摔在了地上遥 大
宝的下巴流了血袁 大宝妈妈仔细一看

才发现是孩子的小脚卡在了车里遥大宝
妈妈心疼孩子当即就埋怨豆豆妈妈袁
野这是什么破车啊浴害的孩子卡住了浴车
是你家的袁你就有监管的责任浴 冶

豆豆妈妈听了很生气袁 仔细一看
车子本身没问题袁野你怎么不扶好了孩
子呢钥 冶大宝妈妈不服气袁硬是说车子
设计有问题袁 要求豆豆妈妈赔偿孩子

的医药费袁 豆豆妈妈也很委屈袁野我好
心给她家孩子玩童车袁 摔着了不是她
当妈的没看好吗袁 怎么反倒怪起别人
来了钥 冶

制图/张璠

说事儿袁讲法

解读天津市物业管理新规渊上冤

物业费调整需过半业主同意
说事儿热线院25204000 微信院13512463060
刘女士和丈夫最近在新区看中

了一套二手高层住宅商品房袁 该房
自从新房入住就需要交纳物业费袁
刘女士觉得这物业费掏的不划算遥
刘女士告诉记者袁 她原来一直住在
塘沽地区的普通老式住宅区袁 这些
老社区很多都没有物业袁 只需要每
月交纳几块钱卫生费就可以了遥野高
层除了多个电梯尧保安袁每平方米每
个月都要收一两块钱袁 我觉得很不
合适遥另外袁我发现每个小区物业费
多少都不太一样袁 这收费到底包括
什么钥 有什么标准吗钥 冶

解释院叶天津市普通住宅小区物
业管理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曳 从今年
7月 1日起施行遥今后袁天津市普通
住宅小区前期物业管理基本服务费
和保障性住房小区物业管理基本服
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袁同时袁物业费

调价需过半数业主书面同意后方可
实施遥 在新区大多数高层以及平层
社区基本都配备物业管理袁 只有老
城区的一些老社区还存在没有物业
管理服务袁因此选择高层尧新社区的
居民应该适应有物业管理遥

说法院根据叶天津市普通住宅小
区物业管理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曳的规
定袁 物业管理基本服务费指综合管
理尧清洁卫生尧公共秩序维护尧绿化养
护尧共用部位养护发生的费用遥 普通
住宅小区前期物业和保障房小区物
业管理基本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袁
按照服务标准和对应的收费标准实
行级别管理袁各等级收费标准为中准
价格遥开发建设单位或业主大会与物
业服务企业确定物业管理基本服务
费时可在中准价格基础上浮动袁上下
幅度不得超过 20%遥 栏目记者张玮

7月 1日袁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依法受理上海市消费者权益
保护委员会提起的两起公益诉讼案
件遥 两起案件的被告分别为天津三
星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和广东欧珀移
动通信有限公司袁 起诉案由是智能
手机厂商预装大量应用软件侵害消
费者权益遥根据比较试验结果袁欧珀
X9007和三星 SM要N9008S手机不
可卸载软件数量位列前两位遥 欧珀
手机总共预装了 71个软件袁其中不
可卸载软件数量达 47个袁是所有受
试手机中最多的遥 三星手机为 44
个袁 且所有预装软件均不可卸载遥

渊人民网冤

法治滨海律师团院

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曳第四十七
条规定袁 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行为袁 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
省尧 自治区尧 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
会袁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遥 本案
中袁上海市消保委认为袁消费者购买手
机后即享有对手机以及手机虚拟空间
占有尧使用尧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袁预装
应用软件占用了手机的内存袁无法正
常卸载导致手机可使用空间的减少遥
因此袁手机厂商应当对预装软件的类
型尧功能尧所占内存明确告知消费者袁
并允许消费者自主卸载应用软件遥智
能手机预装应用软件的情况很多消
费者都遇到过袁 为保护消费者的权
益和保证手机的正常使用袁 智能手
机内预装应用软件应提供可直接卸
载的途径遥 时报记者 刘纯

安全生产专题

解读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规定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
和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部署袁
全面贯彻落实新叶安全生产法曳袁进一
步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袁强化企业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袁国家安全监
管总局制定了叶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体
系五落实五到位规定曳袁具体内容为院

一尧必须落实野党政同责冶要求袁
董事长尧党组织书记尧总经理对本企
业安全生产工作共同承担领导责
任遥 二尧必须落实安全生产野一岗双
责冶袁所有领导班子成员对分管范围

内安全生产工作承担相应职责遥三尧
必须落实安全生产组织领导机构袁
成立安全生产委员会袁 由董事长或
总经理担任主任遥四尧必须落实安全
管理力量袁 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
机构袁 配齐配强注册安全工程师等
专业安全管理人员遥五尧必须落实安
全生产报告制度袁定期向董事会尧业
绩考核部门报告安全生产情况袁并
向社会公示遥六尧必须做到安全责任
到位尧 安全投入到位尧 安全培训到
位尧安全管理到位尧应急救援到位遥

时报记者 刘纯

殴打驾车司机危害公共安全
姻 时报记者 田敏 报道

渊本版案例仅供参考冤

值班热线院25203326
25203327 25203328
QQ:1009197346

居民刘敏敏网上留言咨
询院 本人未婚袁 现在在滨海
新区购买一套住宅房袁想要
将父亲的名字加上袁并让父
亲占 99%产权袁 请问公证费
多少袁公证时需要准备什么
资料钥

泰达公证员院 你们父子
可以就购买该房屋的出资情
况形成协议并对该协议进行
公证遥 公证时需父子共同到
公证处办理袁 提交基本材料
包括双方身份证尧户口本尧父
亲的结婚证尧房屋买卖合同尧
出资协议以及公证员认为应
该提交的其他材料遥

公 证
小额存款继承公证简化
“休眠存款”遗产支取便捷

天津市泰达公证处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泰达图书馆 B座五层

泰达公证微博 泰达公证微信

泰达公证网院www.tedanota.gov.cn

很多办理房屋赠与公证的人
一般都会简单认为一套房屋可以
赠与给别人袁别人接受赠与即可遥
其实赠与公证是一个比较复杂的
民事法律行为袁 在办理房产赠与
时应注意一些细节遥

渊一冤办理房屋赠与公证要有
正式的房产证袁 要提供证据证明
该房屋是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
财产袁 如果是个人财产那赠与人
就是一人袁 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
就是二人遥 如果房产是夫妻共同
财产袁但配偶一方已经去世袁还会
产生继承问题袁 就要先办理继承

公证袁再看是否办理赠与公证遥
渊二冤 房屋赠与人可以在合同

中明确表示该房屋赠与给某人袁与
其配偶无关遥因为夫妻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所得的房产一般属于夫
妻共同财产袁是否属于受赠人的个
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袁要看赠
与人的意思和受赠人的婚姻状况遥

渊三冤赠与公证的受赠人自愿
接受赠与袁在办理完房屋叶赠与合
同曳公证后袁下一个非常重要的手
续就是房产过户袁 如果不过户就
无法变更房产证上的名字袁 也无
法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遥

【公证指南】

办理房产赠与公证应该注意的问题

解答院有时间限制遥检察院要求
申诉人提交主要证据材料证明其申

诉主张的期限最长为一个月遥 逾期
不提交的袁检察院可以终止审查遥

申请人提交主要证据材料有时间限制吗？

解答院到检察院申诉不需要交
纳申诉费遥 但有关鉴定尧文印等费

用由申诉人承担遥
时报记者 刘纯

到检察院申诉需要交多少费用？

为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工作理
念袁2014年 7月袁天津市司法局尧天津
银监局出台小额存款继承支取程序遥
今后凡已故存款人银行存款数额不超
过人民币贰万元的袁 其合法继承人之
一即可申请支取该笔存款遥 公证处在
审查存款人死亡事实和继承人主体资
格属实的情况下袁 即可为其出具继承
渊保管资格冤公证书袁银行凭该公证书
即可为当事人办理存款支取手续遥 新
规的出台袁将缩小审查范围袁减少当事
人提交证明材料袁 有效解决当事人继
承支取存款过程中实际困难袁 充分满
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和新要求遥

一尧 在我市范围内银行业金融机
构有存款的自然人死亡后袁 其名下全

部银行存款本金数额合计不超过人民
币贰万元的袁认定为小额存款遥 其合法
继承人申请继承时袁 适用小额存款继
承程序办理袁 公证机构为其出具继承
渊保管资格冤公证书遥

二尧 公证机构适用小额存款继承
程序办理公证袁 仅证明当事人作为死
亡存款人的合法继承人袁 就公证涉及
的存款袁具有合法的继承和保管资格遥

三尧 当事人申请适用小额存款继
承程序办理公证袁应当提交下列材料院

渊一冤当事人有效身份证件尧户口簿曰
渊二冤被继承人死亡证明尧存款证明曰
渊三冤当事人与被继承人的亲属关

系证明曰
渊四冤公证员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遥

四尧 被继承人的合法继承人为多
人的袁 公证机构仅为其中一名继承人
出具继承渊保管资格冤公证书袁其他合
法继承人就同笔存款不得重复申办遥
公证涉及的存款应属夫妻共同财产
的袁被继承人配偶健在的袁应由被继承
人配偶作为申请人遥
但公证员也特别提示广大市民袁

上述简易程序毕竟仅适用于存款额不
到贰万元的财产遥 超过这个数额的存
款遗产袁 仍然适用现有正常继承公证
程序遥 公证人员建议袁为了避免麻烦袁
建议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储户平时对自
己的资产情况和密码要及时进行备
份袁 最好是告诉值得信赖的家里人遥

揖撰稿院成云铱

办理遗产继承公证有一套
极为严格的程序袁 不仅要提供
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尧 亲属关
系证明尧 婚姻状况证明和遗留
的财产证明等证明材料袁 而且
按照叶继承法曳规定袁不管遗产
额度大小袁包含父母尧配偶尧子
女等在内的全体遗产继承人都
必须亲自到公证处申请办理继
承公证袁 不能到场的也要出具
委托公证书或者放弃继承权公
证书袁 公证员还要一一制作询
问笔录和对相关证明材料逐一
核实袁 从申请到出具公证书需
要较长时间遥在过去袁即使是办
理 100元小额存款遗产所要经
过的流程袁 与继承一套房子所
要办理的手续一模一样袁 十分
不便遥 很多当事人因为被继承
人遗产存单数额小袁手续多袁时
间长袁干脆放弃继承袁形成野休
眠存款冶遥 如今袁办理小额存款
继承公证有了新程序袁 不用提
供过多材料袁 不用所有继承人
到场即可办理公证袁 实现取款
目的遥

家住塘沽地区的李奶奶老伴不幸过世，老伴
名下存折里有 2000多块钱不知道密码，取不出
来。因为李奶奶曾经向泰达公证处申请办理过房
产继承公证，知道继承公证的程序比较复杂，公证
员的审查也很严格，还要求子女亲自到场。但现在
李奶奶三个孩子有两个在外地，为这 2000块钱让
孩子们耽误工作不值得，不取出来又是个损失。

报着试试看的态度，李奶奶又来到泰达公证
处寻求帮助。公证员了解情况后，告诉李奶奶，现
在办理小额存款继承公证有了新程序，不用提供
过多材料，不用所有继承人到场即可办理公证，实
现取款目的。李奶奶向公证员提交了老伴的死亡
证明、夫妻关系证明及存款证明，公证处当场受理
了李奶奶的公证申请，解决了李奶奶的难题。

案
例

公证提示

近日袁 一则老太太用
拐杖打公交车司机的视频
在网上被传得沸沸扬扬袁
事件发生后掀起了一场大
讨论遥近几年袁有老人在公
交车上的不文明行为被曝
光袁当大家遭遇这些袁应该
如何应对袁 其中又涉及哪
些法律纠纷呢钥 今天的值
班热线天津市四方君汇律
师事务所赵治国律师为大
家解答遥

疑问一：老太太用拐杖殴打司机，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疑问二：如果当时司机还手，是否构成正当防卫？

疑问三：老太太殴打正在开车的司机是否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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