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员工纳入黑名单 是否侵权？

员工身份作假 公司能否索赔？

11月23日，

本报法治滨海针

对热播剧《猎场》

中存在的法律问

题进行了解析，

引起了读者的关

注和讨论。不少

市民致电本报热

线参与电视剧中

法律问题的探讨

中来。今天本报

请来律师，继续

针对剧集中存在

的法律问题进行

解析。

记者 田敏

将辞退员工纳入黑名单是否侵权？
被骗进入传销组织

也要受到制裁？

剧情：在第2集中，郑秋冬被

带进了一家传销公司，在第3集

中，郑秋冬最终因触犯组织、领导

传销活动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五年零六个月。在电视剧中，

郑秋冬并非自愿进入传销组织，

起初他是被骗进传销组织的。
市民疑问：这一剧情很符合

当下社会的现实情况，其实很多

人都是被欺骗进入传销组织。那

么受害者也要受到法律制裁吗？
律师解答：天津君荐律师事

务所赵治国律师表示，按照相关

法律规定，我国对违法传销活动

主要打击的是组织者，对于一般

参与者可以由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的规定予以

行政处罚。剧情中，郑冬秋虽被

骗进传销，但是之后积极参与传

销各方面的管理工作，比如进行

讲课、鼓动，显然已经脱离受害者

身份，早已转变成一名积极参与

者，甚至是组织者、管理者。依据

我国《刑法》第 224条的规定，处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因此，对于

郑秋冬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

的处罚符合刑法规定。

剧情：在第5集中，郑秋冬

冒充一名叫做“覃飞”的人成功

入职一家公司，结果被发现后

郑秋冬遭到了公司的辞退。
市民疑问：由于郑秋冬是

冒充他人身份在前，公司遇到这

种入职者，是否可以向其索赔呢？
律师解答：赵律师表示，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 26条的

规定，劳动者因欺诈入职的，

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

因此，该公司有权单方辞退

“郑秋冬”。同时，由于“郑秋

冬”也是因为冒用“覃飞”的身

份、年龄、工作经历和学历等

信息才享受到一些公司相应

福利待遇，既然合同自始无

效，则除了基本同工同酬之外

的其他福利，均应依法返还给

公司。如不配合，则公司可以

依法起诉索赔。《劳动合同法》

第3条规定：“订立劳动合同，

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

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

则。”“郑秋冬”在公司对应聘

人员有着明确要求的情况下，

伪造身份冒充他人，不仅违反

了诚实信用原则，诱使公司误

认为其就是“覃飞”，以致做出

错误意思表示，并最终与“覃

飞”签订了劳动合同，“郑秋

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欺诈。

剧情：“郑秋冬”被公

司开除后，被载入人力资

源黑名单，包括其名字、照

片等信息全部向区域内的

企业公开。不管面试任何

公司的任何职位，公司都

会查出这份黑名单。
市民疑问：公司将员

工载入人力资源黑名单的

做法是否侵害了个人的名

誉权和隐私权？
律师解答：赵律师表

示，该事件郑秋冬欺诈在

先，利用了公司的信任冒充

他人身份，最终东窗事发，

公司将“郑秋冬”载入人力

资源黑名单的做法是对冒

用行为的惩戒，同时对其他

同类行业也是一个提醒，是

为了防止这类欺诈行为再

次发生在其他企业。但是，

公布事件的同时还将“郑秋

冬”的肖像、私人电话等个

人信息对外界公布，就侵犯

了个人隐私，而且也会对个

人带来安全隐患。我国《侵

权责任法》将未经公民许

可，公开其姓名、肖像、住

址、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

码，泄露公民的个人材料或

公诸于众或扩大公开范围

等行为归入侵犯隐私权范

畴。因为，虽然郑秋冬不仁

在先，但是公司这样的行为

已经侵犯了郑秋冬的权

益，属于侵权行为。

律师进社区

社区律师
茶淀街雅安里社区 滨郝律师事务所 李忠宝 电话 13752708558

茶淀街泰安里社区 滨郝律师事务所 王 楠 电话 13662095270

杨家泊镇看才村 晟昊律师事务所 马 超 电话 13502184765

杨家泊镇罗卜坨村 晟昊律师事务所 吕春喜 电话 13602003313

杨家泊镇李自沽村 城区律师事务所 田郝亮 电话 15822216858

开展志愿服务
可根据需要签订协议

《志愿服务条例》自2017年12月1日起施

行。条例中所称的志愿服务是指志愿者、志愿

服务组织和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地向社会或者

他人提供的公益服务。志愿服务组织在招募志

愿者时是否应当由书面约定呢？有哪些注意事

项？本期《律师进社区》栏目就此详细说明。
解答：志愿服务组织可以招募志愿者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招募时，应当说明与志愿服务有关的

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以及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可

能发生的风险。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

对象可以根据需要签订协议，明确当事人的权利

和义务，约定志愿服务的内容、方式、时间、地点、

工作条件和安全保障措施等。 时报记者 刘纯

市民陈先生：我去年借给朋友10万元钱，

当时朋友说做投资，半年左右会连本带息还给

我。然而一年多过去了，朋友不但没还钱，人

还突然消失了。我事后打听才得知他从去年

开始找了很多人以不同的借口借钱，几乎没有

还钱给任何人。现在我和几个一起借他钱的

朋友都打算报警，他一共欠我们几个30多万

元，请问这样的情况算不算诈骗？
说法：骗取他人财物的，不一定都构成诈

骗罪，诈骗的金额达到标准才构成诈骗罪，这个

标准至少是数额较大的。“数额较大”根据《刑法》

等相关规定 ：1.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即诈

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2.数额巨大，即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万元至

十万元以上；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3.数额特别巨大，即诈骗公私财物价值

五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

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如果陈先生

的这个朋友借款确实是用于挥霍，而且他最终

被警方认定为是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

方法，骗取款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那么

就应该是诈骗的行为。 时报记者 张玮

说事儿热线：66336097微信：13512463060

今年1月,黄某通过某网络游戏随机发送

“中奖68000元”的邮件给游戏玩家。13岁少

年小黄使用手机玩游戏时,收到该中奖邮件,便

信以为真,加了黄某的QQ。黄某通过QQ以

虚假的“兑奖客服中心”身份,编造“领取奖金

需要手续费”等理由,骗取小黄钱财。1月 31

日至2月5日期间,小黄多次使用母亲的银行

卡账户汇款转账给黄某,共计被骗19980元,其

母亲收到转账短信后报警。近日,福建省龙岩

市新罗区人民法院对这起少年玩手机游戏被

骗钱财案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

黄某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律师说法：平实律师事务所的王梅律师

说，本案中欺骗少年的黄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

物共计19980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

罪。作为未成年人他们的消费意识还没有成熟，

在钱财使用问题上作为监护人对孩子是有监护、

监管责任的。根据《民法通则》第十二条规定，十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

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

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

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

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

事活动。13岁的小黄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即便是他作出了大金额的消费行为，其监护人也

是有权要求退款的，因为大金额消费已经超出

了他的能力范围。 时报记者 张玮

时报讯（记者 刘纯）近日，滨海新区司法

局为推进司法行政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强化党

员干部忠诚干净、责任担当、遵纪守法意识，分

两批组织全系统党员干部赴天津美术馆参观

“利剑高悬 警钟长鸣”天津市警示教育主题展。

在讲解员的引导介绍下，新区司法局党员

干部详细观看了四个展厅的成果展示和案例剖

析，深受教育和启迪。主题展通过丰富翔实的文

字、图片资料、实物等多种手段，深刻剖析了中央

和天津市查处的各类典型案例。集中展示了党

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和天津市的具

体实践；集中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天津

市通报曝光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重违纪

违法、“两个责任”落实不力典型案例的名录、图片、

忏悔书、忏悔视频等。主题展以案施教、以案示警、

以案肃纪，令人警醒，发人深思。在参观结束后，

全体党员干部展开了热烈讨论交流。最后，全

体党员干部面向党旗重温了入党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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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钱不还人还“跑了”算诈骗吗？

中奖邮件发给游戏玩家
骗孩子偷转父母钱

新区司法局组织党员干部
参观天津市警示教育主题展

捂盘惜售会受哪些处罚？
近日，滨海新区规国局网站发布《海

阅苑、听海蓝珊苑项目违规情况》。天津

新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海阅苑项目与

天津嘉禧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的听海

蓝珊苑项目，取得商品房销售许可证

后，未在十日内一次性公开全部准售房

源及每套房屋价格，违反了住建部《关

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善商

品住房预售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建

房[2010]53号）规定：“取得商品房销售

许可的项目，房地产开发企业要在十日

内一次性公开全部准售房源及每套房

屋价格，并严格按照申报价格，明码标

价对外销售。”该情况已涉嫌捂盘惜售，

新区规划和国土局已下达《关于海阅苑、

听海蓝珊苑项目限期开盘的通知》，并责

令限期将海阅苑、听海蓝珊苑全部房源

一次性对外公开销售。

捂盘惜售是监管重点

捂盘惜售，从字面意思理解是“捂住

楼盘，舍不得把房子拿出来销售”，其目

的和“囤房捂盘”一样，都是为了哄抬房

产价格。而近年来我市对房地产开发企

业经营行为的监管力度也在不断加强，

特别是对捂盘惜售、囤积房源等情况也

都是监管的重点。

在《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

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

意见》中就有规定，严肃检查、处理房地

产开发企业捂盘惜售、囤积房源、散布虚

假信息、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经营行

为。对未取得销售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

目，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以任何方式向

买受人收取或变相收取定金、预定款等

性质的费用；对已取得商品房销售许可

的商品住房项目，房地产开发企业要在

10日内一次性公开全部准售房源及每

套房屋价格，并在售楼处现场公示。国

土房管部门要对已发放销售许可证的商

品住房项目进行清理，对未在规定时间

内对外公开销售或未将全部准售房源对

外公开销售，以及故意制造房源紧张等

行为，加大查处、纠正力度。要积极拓展

房地产信用档案功能和覆盖面，加强对

违法违规企业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追究。

捂盘惜售将被严肃处理

《天津市房地产市场监管工作规范》

中明确规定，开发企业取得《天津市商品

房销售许可证》、开通网签功能后，10日

内，应当将全部可售房源一次性对外公开

销售，不得捂盘惜售。开发企业取得《天

津市商品房销售许可证》、开通网签功能

后，超过10日，未开盘对外销售的行为，以

及购房人预定时，开发企业不订立商品房

预定协议的行为都视为捂盘惜售。

《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

经营行为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

中规定，开展自查自纠，确保合法经营。

房管局要会同市场监管等部门进一步加

强房地产市场监督检查，严厉查处开发

企业、中介机构哄抬房价、无证售房、捂

盘惜售、捆绑销售、发布虚假信息等不正

当经营行为。对开发企业及房地产经纪

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视情节轻重，采取

公开曝光、约谈、限期整改、暂停受理销

售许可相关手续、暂停网签、行政处罚等

措施严肃处理。 时报记者 张玮

法官进社区 居民都问了什么？

“老赖”欠债是否该受刑罚？

邻居霸占公共楼道 如何维权？

在活动现场，融创君澜社

区的于和虹主任说，“在平时和

居民的沟通中，社区工作人员

也发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

看似都是居民生活中的小事

儿，但总有些居民不知道该如

何用法律来维权。”他们了解

到，居民对家庭纠纷、借贷纠纷

以及劳动纠纷特别关注。此次

活动共吸引百余名居民参加，

现场发放各类法治宣传材料

300余份。

现场记者看到法官们对居民

的问题都进行了详细解答，但居

民的问题大部分都集中在了家庭

纠纷和借贷问题方面。新区人民

法院法官田瑞刚告诉记者，随着

市民收入的增加，自然就遇到了

投资、借贷的问题，另外对于家庭

方面很多家事纠纷也都是因为财

产问题而引发的。

居 民 陈 大 娘 在 活 动 现 场

和 法 官 聊 起 了 自 己 的 事 情 。

“我前不久把一些积蓄借给了

一个亲戚家的孩子。那孩子

说 拿 钱 投 资 ，还 说 给 我 高 利

息，可一年多了我一分钱利息

都没见着，更不用说拿回本金

了。虽然亲戚说肯定不会赖

账，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这

孩子要是欠钱多了长时间不

还，会不会受被判刑？”
解答：田法官说，在遇到借

贷纠纷时，如果事情复杂了很多

人都认为“老赖”可能应该受到

刑事处罚。其实大家应该清楚

理解借贷纠纷是什么意思。借

贷纠纷是指因借用他人财物不

能按时归还，在借用人与出借人

之间产生的纠纷。一般借贷纠

纷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应受民

事法律调整，不产生刑事责任。

但是，如果行为人以借贷为名，

行诈骗财物之实，则应以诈骗罪

论处。而区分以借贷为名的诈

骗罪与借贷纠纷的界限，最关键

的是查明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

他人财物的目的。

据了解，近一段时间融创

君澜社区工作人员对辖区进行

安全隐患整治工作，发现一些

居民虽然住着高层新楼，但还

会占用楼道的公共区域存放自

家的杂物。而“霸占”楼道甚至

消防楼梯间的大多是中老年居

民，他们的邻居为此也很反感，

但碍于老年人年纪大了谁也不

好意思说。采访中记者也发现

一些老年人对此还不以为然，认

为自家门口存放点东西没什么

大不了，更想不到自己的行为已

经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
解答：田法官说，邻居占用

了公共楼道就是侵犯了相邻业

主的权益，业主、业主委员会、

物业管理企业可以要求其停止

占用;造成共用部位损坏的，还

可以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另

外根据《消防法》第二十八条规

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

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

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

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

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

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

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

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第六十条第二款则明确：“个人

存在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

道、安全出口，损坏、挪用、擅自

拆除消防设施、器材等违法行

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五百元

以下罚款。”也就是说居民在公

共区域或者消防通道堆放杂物

都是违法违规的，严重的也可

能受到相应处罚。

借贷纠纷、个人权益居民最关心 为贯彻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的“加大全民普法

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文化”要求，落实“谁执法

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第4

个“国家宪法日”暨第17

个全国法制宣传日期间，

滨海新区法院的法官们来

到了北塘街融创君澜社区，

和该社区一起开展了法律

宣传活动，负责家事纠纷、

金融纠纷、知识产权、行政

纠纷的法官现场解答了居

民提出的法律问题。

时报记者 张玮

多年来，中塘镇积极推进依法治国

战略，着力推进“法治中塘”、“平安中塘”

建设，不断增强公民法治观念，提高全民

法律素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依法治理和普法水平显著提

升，中塘镇先后被评为天津市“五五”普

法、“六五”普法先进单位。

完善普法工作机制

构建多维普法体系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七五”普

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作为第

一责任人，24个村、机关各站办均纳入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为推进法制宣传教育提

供了坚实组织保障。二是高标准制定普

法规划。立足中塘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制

订完善的普法工作规划。三是健全完善

村级组织网络。辖区各类村级组织健全，

选举后能够及时调整，工作扎实有效。

拓宽法治宣传渠道

创新普法宣传载体

坚持创新思路，全方位开展法治宣

传，法治宣传教育的时效性与针对性不断

增强。一是创新普法载体。通过“普法惠

民村村行”主题活动，以模拟法庭、法律咨

询、集中宣传等形式，不断增强辖区广大

居民法治观念，提高全民法律素质。二是

深化普法教育。广泛开设“法治讲堂”，

2016年开展法律讲座52场次，播放法治

宣传片100余次，提供法律服务600余人

次，受教群众达6000余人。三是实现法治

文化与群众文化相结合。开展原野书画社

“法在我心中”书画巡回展，量身定做的小

品《选谁》、山东快书《猫鼠新篇》、相声《自

投罗网》、三句半《中塘普法新说》等法治宣

传节目，群众性普法文化深入人心。

创建法治村队

提升普法治理成效

中塘镇不断完善村队民主法治建设工

作标准，依法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促使民主

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民主选举和村

务公开、财务公开得到全面落实，辖区薛卫

台村、万家码头村、刘塘庄村和潮宗桥村先

后被评为天津市“民主法治示范村”。一是

深化“六步决策法”机制。村级重大事务

严把“可行性预审”、“合法性预审”两个环

节，有效遏制了部分人和个人说了算的现

象。二是严格落实“村公章镇监管”制度。

24个行政村的公章全部由镇政府集中监

管。三是完善“村账镇代理”制度。将村级

财务收支纳入统一管理，减少和避免了村

财务支出的随意性。四是坚决落实法律顾

问制度。常年聘请律师顾问，对镇党委政

府制定文件、合同等进行合法性审查；辖区

多数村队常年聘请法律顾问，2016年，辖

区24个村全部建立了村级法律服务站，

极大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法律需求。

强化保障措施

夯实普法宣传基础

一是大力度落实资金保障。按照普

法工作的需要，镇财政每年都及时足额拨

付普法经费，确保每年普法经费足额充

实，为开展普法工作提供了坚强的资金保

障。二是全方位强化制度建设。按照“谁

执法谁普法”原则,大力推进制度建设,完

善考核评价体系，实现了普法工作的规范

化运转。 时报记者 刘纯

精准普法“十大品牌”“法律进乡村”品牌：中塘镇

多措并举求实效 法治乡村谱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