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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来电

以案说法

同一平台注册公众账号
数量应设合理上限

为规范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维护国家安
全和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自2017年10
月8日起施行。根据规定，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
提供者应当对使用者进行审核，本期《律师进社区》对用
户公众账号的注册、管理等相关问题进行详细说明。

解答：首先，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提供
者应当对使用者的账号信息、服务资质、服务范围等
信息进行审核，分类加注标识，并向所在地省、自治区、
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分类备案。互联网用户公众账
号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根据用户公众账号的注册主体、发
布内容、账号订阅数、文章阅读量等建立数据库，对互联网
用户公众账号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制定具体管理制度并向
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备案。其
次，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对同一主
体在同一平台注册公众账号的数量合理设定上限；对同
一主体在同一平台注册多个账号，或以集团、公司、联盟
等形式运营多个账号的使用者，应要求其提供注册主体、
业务范围、账号清单等基本信息，并向所在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备案。 时报记者 刘纯

非婚生子女抚养费有何标准？
说事儿热线：66336097 微信：13512463060

糖糖姥姥：我女儿几年前经人介绍和刘某谈恋爱，
一年后女儿怀孕生下个闺女糖糖。然而女儿和刘某最
终因为多种原因并没有走到一起，两人也没有办理过正
式的结婚手续，糖糖成了非婚生子女。现在女儿在外地
工作，我负责照顾外孙女，可是刘某却从来没有给过孩
子生活费。我想问问，我们能要求刘某给孩子生活费
吗？生活费的标准和一般婚生子女的标准有区别吗？

说法：非婚生子女是在受胎期间或出生时，其父
亲和母亲无婚姻关系的子女。不管是婚生子女还是
非婚生子女，在给予孩子抚养费的时候，都是按照一
样的标准。对于子女的抚养费问题一般可以经过双方
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母双方负担非
婚生子女抚养费的标准为，有固定收入的，抚育费一般
可按其月总收入的20%至30%的比例给付。负担两个
以上子女抚育费的，比例可适当提高，但一般不得超过
月总收入的50%。“月总收入”指工资总额，包括工资、
奖金等，可申请法院调查令来调查。无固定收入的，抚
育费的数额可依据当年总收入或同行业平均收入，参
照上述比例（有固定收入）确定。当年总收入或同行业
平均收入一般参照《道路交通事故赔偿项目参照标准》
来确定的年平均人收入、年平均生活费来作为依据。
有特殊情况的，如子女长期患有重大疾病、或子女残疾
的可适当提高或降低上述比例。 时报记者 张玮

旅游前被车撞伤
违约团费肇事者赔偿

本想外出旅游，没想到却遭遇交通事故，旅程无
奈取消，而损失该由谁来负责呢？

前不久，赵某驾车行驶，在转弯时遇到与骑自行
车的梁某碰撞，造成梁某受伤。事故经交通管理部
门认定赵某负全部责任。梁某到医院就诊，经诊断
手臂骨折、左膝损伤，花去医疗费2000元。梁某表
示前期治疗完毕，但腿还未恢复，需要继续治疗。“另
外，我报名了旅行社外出旅游，团费是1400元，现在
去不了，因为自身违约，团费只退了700元。”因此，
梁某向赵某索赔700元团费，自行车、衣服的损失费
500元以及精神损失费10000元。

法院审理：法院认为，交通事故的责任者应当按
照其所负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本案
中的交通事故经交通管理部门认定赵某负全部责任，
赵某应赔偿梁某因此次事故产生的合理经济损失。
梁某主张的医疗费、旅游合同违约金的合理部分，理
由正当，法院予以支持。梁某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由于其治疗未结束，所以此次不予支持，待治疗完毕
后再定。最终法院判决赵某赔偿梁某医疗费、旅游合
同违约金、财产损失共计3200元。 时报记者 刘纯

弹弓射钢珠
损坏玻璃被刑拘
9 月 14 日，天津市公安和平分局

新兴路派出所接界内某单位报警称，
有人用弹珠射单位外壁窗户并造成人
员受伤。民警立即对该案开展跟踪调
查。三天后，新兴路派出所再次接某
单位报警：有人使用泥质弹丸射击单
位北侧墙壁。民警立即出警，并在现
场发现了嫌疑人的踪迹。后采取行动
将违法嫌疑人刘某抓获。经审讯，刘
某供述自己于9月13日以来，三次持
弹弓使用泥质弹丸、钢质弹丸从住所
向窗外进行射击，造成对侧同安道某
单位外沿玻璃损坏，其内部工作人员
手臂被钢珠打伤的犯罪事实。现刘某
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律师说法：中岳律师事务所的潘
玉华律师说，虽然弹弓不在管制器具之
列，携带也不算违法，可如果用弹弓伤
害他人人身及财产安全或是伤害国家
保护的野生动物，那就是触犯了法律。
如果用弹弓故意打伤他人，伤者的损伤
程度构成轻伤的，涉嫌故意伤害罪。如果
用弹弓损坏他人物品，公安机关则可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人进行查
处。若累计任意损毁公私财物价值
2000元以上的，涉嫌寻衅滋事罪。若
损坏的公私财物价值5000元以上的或
者毁坏公私财物3次以上的或者纠集3
人以上公然毁坏公私财物的，将涉嫌故
意毁坏财物罪。另外，有些不法分子将
弹弓改装成具备枪支外形特征，达到一
定标准杀伤力的“武器”，就可能涉嫌触
犯非法持有枪支罪。时报记者 张玮

得知妻子起诉离婚
一怒之下用开水泼妻

近日，广州市佛冈县人民法院依
法判决一宗因婚姻纠纷而对妻子实
施严重家暴行为的刑事案件，被告
人李某的伤害行为已经构成故意伤
害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
个月。

李某与妻子黄某原是初中同学，
恋爱一年多便结婚。婚后，黄某发现
李某有通宵饮酒、情绪失控、摔打东西
等恶习，怎么劝也改不了，还经常为此
吵闹，黄某便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得知黄某已经向法院起诉离婚，深受刺
激的李某突然情绪失控，先是找来不粘
锅拍打黄某，后又拿起热水壶、暖水瓶
并将里面刚刚烧好的开水泼向黄某的
头、面等部位，黄某身体多处烫伤。李
某对妻子实施的家庭暴力行为，已经
构成了犯罪，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向
法院提起公诉。 （广州日报）

法治滨海律师团：夫妻之间吵吵
闹闹走到离婚的地步一般应该是民
事问题，然而因为情绪失控就伤害对
方，这样的举动应该被认定为实施家
庭暴力。《婚姻法》第43条规定，实施
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
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
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同时《婚姻法》对重婚的，对实施家庭
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二
百六十条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
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
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 时报记者 张玮

历时半月拍摄微电影
《“校园暴力”模拟法庭》首播

时报讯（记者 刘纯）为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法治
宣传教育，培养青少年诚实信用、遵纪守法、崇尚法
治的良好习惯和现代法治精神，塘沽街道北仑里社
区历时半月完成了《“校园暴力”模拟法庭》微电影拍
摄工作。近日，北仑里社区居委会举行首播仪式。

模拟法庭审理案件以真实案例改编，旨在宣传
“校园暴力”涉及的《刑法》相关罪名及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等相关法律知识。该起严重校园暴力案件的嫌
疑人投案自首，被判处缓刑并进行社区矫正。拍摄
过程经过精心策划，庭审案例、审理程序、案件证据、
剧本选编、演职人员、服装道具、场景布置等由司法
所工作人员和社区法律顾问进行指导，居委会工作
人员、社区学生及居民热情参演。后期制作光盘20
余张，在辖区11个社区居委会组织居民、学生观看，
并通过互联网进行广泛宣传。通过模拟法庭、微电
影等青少年喜闻乐见并且愿意参与的普法形式，使
他们在趣味中更加主动地去学习掌握法律知识，从
小养成遵纪守法和善于依法维权的良好法治观念。

滥用远光灯 惹祸需担责

中岳律师事务所的潘玉华
律师说，大多数人都可能认为违
规鸣笛或者随意乱使用远近光
灯等都是驾驶员的道德问题，遇
到了这样的事情发发牢骚也就
罢了，不会想到会追究驾驶员的
责任。其实，《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中明确规
定，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没
有中心线的道路上，机动车遇相
对方向来车时应当遵守下列规
定：（一）减速靠右行驶，并与其
他车辆、行人保持必要的安全距
离；（二）在有障碍的路段，无障

碍的一方先行；但有障碍的一方
已驶入障碍路段而无障碍的一
方未驶入时，有障碍的一方先
行；（三）在狭窄的坡路，上坡的
一方先行；但下坡的一方已行至
中途而上坡的一方未上坡时，下
坡的一方先行；（四）在狭窄的山
路，不靠山体的一方先行；（五）
夜间会车应当在距相对方向来
车150米以外改用近光灯，在窄
路、窄桥与非机动车会车时应当
使用近光灯。这一规定告诉我
们，即使是非接触的违规驾驶行
为也可能会被判定担责。

潘玉华律师说，《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
超车时，应当提前开启左转向
灯、变换使用远、近光灯或者鸣
喇叭。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
者没有中心线的道路会车时，距
相对方向来车 150 米内不能使
用远光灯；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
或者没有中心线的窄桥、窄路与
非机动车会车时应当使用近光
灯。另外，《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五十九条规定，机动车在夜间通
过急弯、坡路、拱桥、人行横道或
者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
时，应当交替使用远近光灯示

意。机动车驶近急弯、坡道顶端
等影响安全视距的路段以及超
车或者遇有紧急情况时，应当减
速慢行，并鸣喇叭示意。

此外，该法第五十八条对应
对特殊天气如何使用灯光也作
出了规定，机动车在夜间没有
路灯、照明不良或者遇有雾、
雨、雪、沙尘、冰雹等低能见度
情况下行驶时，应当开启前照
灯、示廓灯和后位灯，但同方向
行驶的后车与前车近距离行驶
时，不得使用远光灯。机动车雾
天行驶应当开启雾灯和危险报
警闪光灯。

潘玉华律师表示，根据《道
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相关
规定，对于如何使用远光灯有明
确规定，对于不按规定使用远光
灯造成交通事故的，经查实作为
事故责任认定因素，并作相应处
罚。对机动车夜间不按规定使

用远光灯的违法行为，交管部门
将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
处以罚款并扣分的处罚;在机动
车年检安全检测时，对私自安装
强光灯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
技术条件》的车辆将不予核发合
格标志。

热
点
事
件

8月20日晚8时50分左右，
刘某驾驶面包车，从宜宾城区开
往翠屏区李庄镇，与童某驾驶的
货车交会时，面包车与在路中行
人曾某某相撞，造成曾某某当场
死亡。据面包车驾驶员刘某回
忆，当时他正与坐在副驾驶室的
朋友聊天，对面来车开着大灯，导
致他前方突然出现盲区，根本看
不见自己车前的道路。事发后，
刘某迅速停车报警，并拨打120，
但受害人已经当场死亡。

事后，宜宾交警部门经过现场
勘查、调取资料等认定，刘某夜间

驾驶机动车上道路时对道路情况
观察不够，操作不当，在事故中承
担主要责任；童某夜间驾驶机动车
上道路行驶与对向车道会车时使
用远光灯影响会车车辆安全行驶，
对事故承担次要责任。面对警方
询问，童某承认当时从事发现场经
过，但对于是否使用了远光灯，童
某表示记不清楚了。9月22日，四
川省宜宾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通报
了这起错误使用远光灯导致交通
事故的典型案例，这也是四川省内
首例因灯光错误使用导致交通事
故发生而担责的案件。

遇到特殊天气或特殊情况如何使用车灯？

不按规定使用远光灯罚款、扣分

网友“小蚯蚓豆豆”：我在网
上看到过一些视频，明明是警察合
法执法，但拍视频的人可能不了解
事情的来龙去脉，最后断章取义造
成歪曲了事实。这样的视频拍摄
后发布出去是不是违法的？

解答：曹律师说，无论拍摄
怎样的突发事件类视频，拍摄者
都应该客观真实的进行拍摄和
传播，如果断章取义或者歪曲了
事实的真相，又或者为传播者达
到某些不法目的创造舆论氛围
等等，这些行为性质本身是很恶
劣的，不仅会损害执法机关的形
象，更可能因为视频的传播在社
会引起混乱和公众的恐慌。一
旦发布谣言造成恐慌，一定会被
追究刑事责任的。

拍摄执法行为 要懂哪些规矩？
智能手机的普及让更多的普通群众都变成了“记者”，在生活中遇到突发事件，有些人会第一时间掏出自己

的手机直接拍摄下来传到网上。然而如果是警察执法的突发事件在拍摄时要注意很多事情，否则随意拍摄的
行为就逾越了法律的警戒线。 时报记者 张玮

市民刘先生：既然遇到
警察执法的突发事件时普通
百姓可以合理拍摄，我们该
如何正确用手机拍摄执法活
动呢？是不是可以要求警察
出示证件呢？如果围观拍摄
妨碍了警察执法会不会受到
处罚？

解答：曹志平律师表示，
围观群众应与警察保持一定的
距离。一是为了保护现场。二
是为了保护自己。三是案件保
密需要。四是为了不干扰到现

场勘查工作。例如破坏现场、
泄露案件侦查信息、有可能被
误伤、被劫持等等。过分贴近
执法人员面部的拍摄行为，已
经是有挑衅和侮辱的成分了，
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妨害执法。
此外，警官证是给当事人看的，
用于表明执法的合法性，不能
随便出示给围观群众。

《刑法》第 277 条规定，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管制或者罚金。故意阻
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
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
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
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第一
款的规定处罚。暴力袭击正
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
的，依照妨害公务罪的规定
从重处罚。被执法当事人以
拍摄视频、照片为名故意妨
碍警察执法适用于该条；围
观人员以阻碍警察执法为目
的的拍摄同样适用于该条。

普通市民能否拍摄警察执法？
市民杨女士：现在人们

遇到什么事情都喜欢用手机
拍摄下来传到网上，我也是比
较爱发朋友圈的人，有时看到
警察执法也想拍一下。请问
拍摄警察执法的过程合法吗？

解答：星伦律师事务所
的曹志平律师表示，国家机
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在公开、
不涉密的执法活动中都要尊

重群众拍摄执法的权利。《宪
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
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
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
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
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
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
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
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也就

是说，国家工作人员或是执
法者在摄像头的聚焦下执法
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接
受群众监督。作为群众拍
摄警察执法过程，不能影响
警察的正常执法行为。另
外，拍摄的视频也应力求客
观，尤其是将视频传播到媒
体或网上，也是要承担法律
责任的。

围观拍摄能否要求执法者出示证件？

擅闯警戒线可能追究刑责

市民小于：我在朋友圈上
看到过普通群众拍摄的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执法的视频。
请问拍摄时能否向警方提
问？如果为了拍摄冲到了警
戒线以内，会不会是违规的？

解答：曹律师说，如果不
是事件的当事人，作为围观
群众是不应该向警察发问或

者干扰正在执法的警察。要
知道执法者可能正面对犯罪
分子或者处理棘手的纠纷，此
时还要应付围观群众的问题
一定会分心。另外如果围观
群众对执法活动有意见可以
直接拨打110举报反映（全程
都有记录和录音），也可以用
手机拍摄下来，留作证据，但

切忌现场干扰警察执法。
根据《公安机关警戒带

使用管理办法》规定：对破
坏、冲闯警戒带或擅自进入
警戒区的，经警告无效，可以
强制带离现场，并可依照《治
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
以处罚。构成犯罪的，追究
刑事责任。

歪曲事实将
受到法律制裁

私收药品贩卖 男子获刑三年半

夜间开车，机动
车驾驶员错误使用
远光灯，很容易导致
道路对面驾驶员产
生视觉障碍，如果因
此发生车祸，是否需
要承担法律责任呢？
近日，四川省的一起
货车开远光灯致对向
车辆撞死行人的案
件引发热议。究竟
该起事故责任如何
划分？机动车驾驶
员遇到特殊天气或
特殊情况应如何使
用“灯光”呢？中岳
律师事务所的潘玉
华律师根据这起案
例为大家解读相关
法律问题。

时报记者 张玮

律
师
解
析

徐某曾经在一家药
店做收银工作，他认为药
品销售非常轻松，于是动
起了歪脑筋想收购药品再
出售赚些钱。徐某在未取
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情
况下，从他处大量收购药
品，公安机关接他人举报
后，将徐某抓获，并当场查
获立普妥等药品。经某价
格认证中心鉴定，被查处
的药品价值共计人民币30
万元。

公诉机关指控徐某犯
非法经营罪。徐某辩称自
己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
事实，配合公安机关办案，
有悔罪表现，而且收购的
药品尚未流入社会，请求
法庭从轻处罚。法院认
为，徐某违反国家有关规
定，未经许可而非法经营

药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
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
经营罪，公诉机关指控的
事实及罪名成立。徐某归
案后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
事实，依法可从轻处罚。
依照《刑法》规定，违反国
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
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
卖的物品，扰乱市场秩序，
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
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
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
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
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
没收财产。法院判处徐某
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案情介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药
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首先违反国家药
品管理法律法规，未取得或者使
用伪造、变造的药品经营许可
证，非法经营药品，情节严重的，
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其次，
以提供给他人生产、销售药品为
目的，违反国家规定，生产、销售
不符合药用要求的非药品原
料、辅料，情节严重的，也以非
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如果同时
又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
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
罪处罚。实施上述两款行为，非
法经营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或者
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非法经营
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
所得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根据《药品管理法》的规定，
开办药品批发企业，须经企业所
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发
给《药品经营许可证》；开办药品
零售企业，须经企业所在地县级
以上地方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
准并发给《药品经营许可证》。
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不得经
营药品。《药品经营许可证》应当
标明有效期和经营范围，到期重
新审查发证。 时报记者 刘纯

开办药品经营企业必须具有
依法经过资格认定的药学技术人
员；具有与所经营药品相适应的营
业场所、设备、仓储设施、卫生环
境；具有与所经营药品相适应的质
量管理机构或者人员；具有保证所
经营药品质量的规章制度。

值班地点：浩权律师事务所
值班电话：25281220 59651590

药品经营须符合
什么条件？

开办药品经营企业
需有何资质？

非法经营药品
如何定罪处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