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行员谷城登上直升机准备执行任务

飞行前，警航员们反复检查直升机的状况

警航员刘喜艳在直升机上进行图像采集

警航员刘喜艳检查直升机外挂的图像传输系统

全运会期间，警航员李鋆驾机在东疆沙排场地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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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空如洗，白云飘飘。当日8∶00，东

方通用航空直升机场，警用直升机“小航”

正在待命，塔台内机长和飞行员进行着最

后的飞行线路确认。8∶30，飞行员谷城和

任务员刘喜艳分别结束对机身外部及机

载光电吊舱和图像传输系统的飞行前例

行检查。随着轰隆隆的马达声响起，直升

机开启旋翼，待与塔台确认一切正常之

后，8∶45，“小航”向新区“两会”主会场滨

海一号酒店飞去。还没等记者缓过神儿，

十几公里之外的滨海一号会议中心已经

映入眼帘。从200米高空俯视，整齐的灰

色中式建筑、恬静秀丽的湖水园林、陆续

进入会场的车辆行人……尤其在高清摄

像头下，地面上的一花一树、一举一动尽

收眼底。

“这里一切正常，咱们再去其他重点

部位巡视一圈。”直升机在滨海一号酒店

上空不停地盘旋巡航，确定周边一切正常

之后才缓缓离开。飞越北塘古镇，与“周

大福”擦肩而过，俯看滨海文化中心、东

疆港……随后“小航”按照事先制定的巡

航路线，时而低空盘旋，时而长空掠过，

对滨海新区政府机关、火车站、体育场、

大型商场等重点区域部位陆续开展空中

巡查。9∶45，在泰达足球场上空，飞行员

谷城报告返航，5分钟后平稳降落。

“这只是警航队日常巡航和训练中的

一次飞行缩影。对于飞行员来说，直升机

就是我们的生命，保证每一次飞行安全顺

利，是我们最大的使命。”当天做讲评时，

飞行员谷城对记者说道。

“你们晕不晕？好在今天天气不错，

否则肯定晕得七荤八素。”刘喜艳笑着告

诉记者，虽然在警航队担当任务员已经三

年，但是她至今还会“晕机”。不过即使是

晕得茶饭不思，只要有任务，她也会毫不

犹豫上机。刘喜艳说，一旦在巡航过程中

发现火灾等警情，他们会第一时间确定现

场情况，并及时报告传送给指挥中心。刚

刚过去的 2017 年，算是新区警航队最为

忙碌的一年。从年初的元旦、春节、全国

“两会”，到潮音寺庙会、全运会、第四届中

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编队展示、“十

九大”等一系列重要任务，“小航”陪伴飞

行员共计起降300余架次，在空中安全飞

行158小时。

守一方平安
■ 时报记者 杜红梅 报道

空中卫士
时而低空盘旋，时而

长空掠过，高清摄像头下，
滨海新区地面上的一花一
树、一举一动尽收眼底。
元旦刚过，滨海新区公安
局警航队正式开启2018
年空中守卫工作。1月9
日上午，时报记者跟随警
航队队员一起登上警用直
升机“小航”，亲身体验了
一次空中巡航。

近年来，为发挥警航作战优势，

进一步提升滨海新区立体化的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警务航空队坚持采

取“以战代训、战训统一”的作战模

式，在实战中提高飞行训练本领，不

定期在新区范围内，围绕区内重要

活动、重点区域部位开展空中巡控，

充分发挥警用直升机快速迅捷的特

点，协助地面指挥部门做好社会治

安的防控处置工作。同时，警航队

还与新区公安交管部门密切协作，

在全市首推了公安警航、交管协同

空中巡航，定期对新区的重点道路、

交通枢纽、高速公路和危化品专用

车道开展空中巡查，实时掌握道路

通行状况，及时反馈给地面指挥中

心，有效辅助交通疏导，最大限度地

优化道路通行环境，这也成为了滨

海新区道路交通管理的创新举措。

除了日常的飞行训练和巡控，各大

节假日，警航队队员还担负着地面

巡逻任务。天上飞完，地面巡逻，甚

至夜间巡逻，都已成为警航队队员

飞行之外的工作常态。

“直博会期间能和部队老大哥

同场表演的机会十分难得，在看到

自身技术差距的同时，我们也为民

族工业的成果感到骄傲。今后，我

们将继续坚持地面苦练、空中精飞

的标准，进一步提高飞行本领，为

滨海新区创建繁荣宜居智慧新城

贡献一份力量。”采访结束时，飞行

员李鋆信誓旦旦地说道。

一小时“阅尽”
新区重要区域

“火眼金睛”管天也管地

为确保飞行安全，起飞前，机长和队员反复为直升机做“体检”

飞行前，警航飞行员谷城（左）和机长围着直升机转一圈，认真检查飞机的各个部位

在直升机上俯视，大港地区的大街小巷尽收眼底 本版图片 记者 贾成龙 摄

警航飞行员
谷城全神贯注地
驾驶着飞机

直升机“小航”霸气起飞

飞行员谷城按照飞行单逐一对飞机进行排查塔台工作人员随时关注天气情况，为飞行护航

疑问1
发年终奖是企业的义务吗？

解答：年终奖系企业的一种激励措

施或福利措施，依据《关于工资总额组成

的规定》，年终奖系奖金的一种类型，其

法律性质系工资。但是，这不意味着年

终奖是企业的法定义务，法律法规未强

制规定企业必须设定年终奖。

对于最低工资标准、计时工资、计件

工资、加班费等，从《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及《天津市工资支付规定》，均带有法律

强制性。只要员工正常工作，企业即需

依法依约向员工支付劳动报酬。而企业

是否设定年终奖、如何设定等，应属于企

业用工管理自主权的范畴，也就是说企

业没有必须设定年终奖的法定义务。年

终奖系企业用工管理自主权的范畴。

《劳动法》第 47 条规定，“用工单位

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

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

式和工资水平”。一般来说，企业设定年

终奖，要么基于激励优秀员工，要么作为

企业福利等。但无论企业的初衷如何，

企业是否有年终奖、如何发年终奖（如发

放对象、发放条件、发放时间等）均系企

业的自主管理权范畴。

疑问2
购物券能否代替“年终奖”？

解答：年终奖的法律性质系工资，按

《劳动法》《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等法律规定，

企业应当以货币形式支付工资，不得以实

物、有价证券等代替货币支付。公司如果以

购物卡、加油卡等向员工支付年终奖，违反

上述法律法规之规定。员工有权要求公司

取消以购物卡、加油卡等替代年终奖的作

法，企业也会因此招致相应的法律风险。如

果有的员工认可购物卡等发放形式，企业与

员工可双方通过书面方式协商确定。

疑问3
发放年终奖有何规则？
解答：（一）有约定的从约定；（二）无

约定但单位有规定的从规定；（三）既无

约定也无规定的，按公平合理的原则处

理。什么叫公平合理原则呢？举个例

子：如果公司每年都发放年终奖，突然有

一年没有发放，公司既没有合理的理由

时，职工是可以主张要求支付年终奖的。

疑问4
离职后能否要求支付年终奖？

解答：根据2018年1月1日新执行的

《天津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审理指南》中规

定：用人单位以规章制度、通知、会议纪

要等规定有权利领取年终奖的劳动者范

围为年终奖实际发放之日仍然在职的劳

动者为由，拒绝向考核年度内已经离职

的劳动者发放年终奖的，如该年终奖属

于劳动报酬性质，劳动者请求给付年终

奖的，应予支持。劳动者在年终奖对应

的考核年度工作不满一年的，用人单位

应当按照劳动者实际工作时间占全年工

作时间的比例确定发放年终奖的比例。

区分年终奖是劳动报酬还是企业福

利，还存在较大的区别。如果企业仅仅

以或主要以业绩考核结果作为年终奖的

核发条件，则年终奖在实践中很容易被

认定为劳动报酬，即便员工已经离职，则

存在被判定按工作时间比例支付年终奖

的法律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反之，企业设

定年终奖核发条件时，综合业绩情况、出

勤情况、违纪情况、客户满意度、同事测

评等情形，则年终奖的福利性质一般可

得到认定，法律风险可能性较小。

阻碍高铁发车
女子被罚两千

高铁眼看要发车，一名带着孩子的妇女以等老
公为名，用身体强行阻挡车门关闭发车，发生在合
肥高铁站的这起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女子的
行为她要承担刑事责任吗？这种行为不仅仅体现
了拦车者的无知，还危害了铁路安全，还会面临治
安处罚。 时报记者 张玮

1 月 5 日 16 时 44 分，

G1747 次列车合肥站准备

开车时，旅客罗某（女）以等

丈夫为由，用身体强行扒阻

车门关闭，不听劝阻，造成

该次列车延迟发车。公安

机关对此开展了调查取

证。1月10日上午，罗某到

合肥站派出所主动承认了

自己的错误。罗某的行为

涉嫌“非法拦截列车、阻断

铁路运输”，扰乱了铁路车

站、列车正常秩序，公安机

关责令罗某认错改正，对罗

某处以2000元罚款。

据新华社

天津星伦律师事务所

的曹志平律师说，根据《铁

路安全管理条例》第 77 条

规定，非法拦截列车、阻断

铁路运输；扰乱铁路运输指

挥调度机构以及车站、列车

的正常秩序；在铁路线路上

放置、遗弃障碍物；击打列

车；擅自移动铁路线路上的

机车车辆，或者擅自开启列

车车门、违规操纵列车紧急

制动设备；拆盗、损毁或者

擅自移动铁路设施设备、

机车车辆配件、标桩、防护

设施和安全标志；在铁路

线路上行走、坐卧或者在

未设道口、人行过道的铁

路线路上通过；擅自进入

铁路线路封闭区域或者在

未设置行人通道的铁路桥

梁、隧道通行；擅自开启、关

闭列车的货车阀、盖或者破

坏施封状态；擅自开启列车

中的集装箱箱门，破坏箱

体、阀、盖或者施封状态；擅

自松动、拆解、移动列车中

的货物装载加固材料、装置

和设备；钻车、扒车、跳车；

从列车上抛扔杂物；在动车

组列车上吸烟或者在其他

列车的禁烟区域吸烟；强

行登乘或者以拒绝下车等

方 式 强 占 列 车 ；冲 击 、堵

塞、占用进出站通道或者

候车区、站台等均属于危

害铁路安全的行为。

诚实守信是我们倡导

的社会公德和美德，乘客购

买高铁票，是与铁路公司达

成了运输服务协议的。乘

客迟到就要承担违约责任，

强行阻拦高铁开车可不仅

仅是违约行为，其行为已经

涉嫌扰乱交通管理秩序，属

于违法。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一

定要遵守公共交通运输安

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听从公

交、铁路工作人员指挥，特

别是在春运等人员集中的

时期更要自觉维护公共安

全和秩序。《刑法》第291条

规定，聚众扰乱车站秩序，

聚众堵塞交通或破坏交通

秩序，情节严重的，对首要

分子，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

另外，根据《铁路运输

安全保护条例》第 59 条第

（一）项规定，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非法拦截列车、阻断

铁路运输。违者将由公安

机关对个人处警告，可以并

处 5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200

元以上、2000 元以下罚款；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

也规定，扰乱车站、火车秩

序的，处警告或者200元以

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

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阻碍高铁发车 属危害铁路安全行为 女子行为的处罚依据是什么？

热点事件

处
理
结
果

张女士投诉至消协请求调解。后经消协协调，服装店、

洗衣店、消费者三方均同意将衣物送至天津市洗染行业协会

进行质量鉴定。经天津市洗染行业协会检测，该风衣洗涤工

艺无误，干洗后褪色问题是由于服装生产厂家洗涤标志不规

范，配料染色色牢度不好造成。经调解，服装店退还消费者

购衣款1250元，并支付鉴定费300元，共计1550元。

处
理
结
果

王女士向消费者协会投诉请求调解，要求尽快维修或者

为其办理退货。经调解，商家上门为消费者办理退货手续，

退全款2499元，同时承担退货搬运费。

服装鞋帽类

不履行“三包”最高或罚50万
日前，记者从天津市

消费者协会获悉，2017

年全市消协系统共接待

消费者咨询 6805 人次，

受理消费者投诉 1651

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

失372万余元，消费者得

到加倍赔偿8万余元。

2017年商品和服务

投诉中，家用电子电器类、

服装鞋帽类、食品类、日用

商品类、生活社会服务类

投诉数量排在前五位，合

计 占 投 诉 总 量 的

59.78%。与2016年度对

比，食品类和日用商品类

的投诉数量，及占投诉总

量的百分比均有所上

升。这其中的很多问题

也是市民普遍反映的消

费问题。时报记者 张玮

法治新闻

律师进社区

社区律师
雅安里社区 滨郝律师事务所 李忠宝 电话 13752708558

泰安里社区 滨郝律师事务所 王 楠 电话 13662095270

看才村 晟昊律师事务所 马 超 电话 13502184765

罗卜坨村 晟昊律师事务所 吕春喜 电话 13602003313

李自沽村 城区律师事务所 田郝亮 电话 15822216858

申请再审 能否撤回？
在上一期的律师进社区栏目中，对行政申

请再审案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引起了读

者的广泛关注。市民孙先生向本报打来热线

电话，“申请再审之后能否再撤回呢？如果已

经要求撤回了，事后还能要求再审吗？”就此问

题，请社区律师详细解答。

解答：再审申请人申请撤回再审申请，尚

未立案的，人民法院退回已提交材料并记录在

册；已经立案的，人民法院裁定是否准许撤回

再审申请。人民法院准许撤回再审申请或者

按撤回再审申请处理后，再审申请人再次申请

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但有行政诉讼法

规定的情形，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

月内提出的除外。 时报记者 刘纯

小李：看了贵报报道信用卡透支逾期的

问题，我也有些担心自己的信用卡了。我手

里也有两张信用卡，如果逾期不还，达到什么

条件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一旦判刑后还用

还款吗？

说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持卡人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

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

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196 条规定的

“恶意透支”。逾期不还信用卡被追究刑事责

任的条件是：（1）持卡人透支1万元以上；（2）

逾期不偿还；（3）银行催收2次；（4）催收2次后

仍不偿还的。

使用信用卡还要明白这一点，因信用卡被

恶意透支不还被判刑的，服刑完毕后仍然需要

还款，欠款并不会因判刑而消除。因此，不要

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还款，实在无

能力偿还透支的信用卡的情况下，不要逃匿、

改变联系方式，逃避银行催收，要积极跟银行

沟通，协商还款方式，好的态度能减少追究刑

事责任的可能。 时报记者 张玮

说事儿热线：66336097 微信：13512463060

恶意透支被判刑
服刑后还需还款吗？

黄某通过网络结识了李某，两人很快确定

了恋人关系。黄某平日里单独居住，认识了李

某后，这二人则住到了一起，共同生活后黄某

发现李某是一位瘾君子，她非但没有劝李某戒

掉毒品，反而利用自己有住所的便利，容留他

人吸毒。

黄某通过李某认识了一些“毒友”，便利用

自己的住所容留吸毒人员赵某吸食毒品冰毒，

并向赵某收取房间费用人民币200元。黄某

认为这种赚钱的方式既轻松又快速，她先后五

次容留吸毒人员吸食毒品，并收取房间费。黄

某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她在家中被民警抓

获归案。

法院审理：公诉机关认为，黄某为他人吸

食毒品提供场所，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四条之规定，应当以容

留他人吸毒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法院认为，

黄某目无国法，多次为他人吸食毒品提供场

所，其中五次以牟利为目的容留他人吸食毒

品，其行为已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黄某到

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

罚。据此，依照规定判决黄某犯容留他人吸

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一万元。 时报记者 刘纯

容留他人吸毒还收费
被判刑加罚金

两版“家书”易混淆
傅雷之子状告出版社

离职员工能否要求支付年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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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刘纯）滨海新区司法局认

真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和区委政法委的部署

要求，充分发挥法治宣传、法律服务、法律保

障职能作用，大力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

作创新，为维护新区和谐稳定，助推新区加快

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取得显著成效。

在日前召开的滨海新区“两评双创”先

进典型表彰大会上，新区司法局被新区综治

委评为平安建设工作先进集体和社会治理

创新先进集体，综治中心副处长刘振东被评

为党的十九和第十三届全运会维稳信访安

保工作先进个人，社区矫正一处主任科员周

宏声被评为新区“十大杰出平安卫士”，人民

调解员周俊杰被评为新区“模范平安使者”，

郗洪涛、李克柱、康光暄 3 名干警被评为新

区“平安卫士”，肖剑等 39 名个人被评为新

区“平安使者”。

“两评双创”活动
新区司法局成果丰硕

案例：去年3月7日，消费者

王女士在一家名为“敏华品牌管

理(天津)有限公司”的企业注册

的网店上，购买了一张按摩椅，

共花费2499元。4月份使用时，

按摩椅出现了开关按钮失灵的

问题，在无人触碰的情况下，自

动开机或关机。消费者认为：

一，机器自动开关机，会浪费电

能；二，机器长时间在无人看管

的情况下运转，有可能造成火灾

等危险情况发生。

随即，消费者与商家联系，

要求商家上门进行检测。经商

家检修后，告知消费者是按摩椅

控制面板的出现了质量问题，一

周后就会为其进行维修。但时

隔五个多月均未有人上门维修，

消费者认为商家是“无理”拖延

解决，拒绝承担三包责任。

案例：去年 4 月份，张女士

在某服装店购买了一件价值

1250 元含有桑蚕丝面料的风

衣。穿着一次后，5月份她将风

衣送至某洗衣店干洗，干洗后

发现风衣前排扣桑蚕丝部位部

分褪色严重，故要求洗衣店赔

偿风衣价款。洗衣店认为衣

服 褪 色 属 于 衣 服 质 量 问 题 ，

干洗过程中并没有出现任何

问 题 ，因 此 拒 绝 了 消 费 者 的

要求。

售后推诿“三包”义务 最高罚款50万元

家用电子电器类

律师解答：中岳律师事务所

的潘玉华律师说，根据《消法》规

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出的修理、

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

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

失的要求，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

理拒绝。《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

罚办法》对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

绝的情形进行了细化，主要包括：

(一)经有关行政部门依法认定为

不合格商品，自消费者提出退货

要求之日起未退货超过十五日

的；(二)自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

期满之日起或者不符合质量要求

的自消费者提出要求之日起，无

正当理由拒不履行修理、重作、更

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

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等义

务超过十五日的。如果有以上两

种违法行为之一，则可由工商部

门依照《消法》第五十六条予以处

罚，即最高可罚50万元。

干洗衣物褪色 谁之过？

律师解答：潘律师说，干洗

衣物很容易引发纠纷，那么商家

和消费者最好做到“丑话说在前

头”。经营者在承接消费者送洗

的衣物时，对送洗衣物上的破

损、缺件、色花、虫蛀、修补过的

部位等瑕疵以及洗涤后可能发

生的后果，应向消费者事先声明

并在取货凭证上注明。对于一

些价格昂贵的高档衣物，最好选

择保价洗涤服务，但根据《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等规定保价洗

涤收费不得超过消费者所报衣

物价格的30%，未约定保价精洗

的衣物均按普通衣物洗涤处理。

另外，消费者在取回衣物时要

当场检查所洗衣服的质量，若发现

问题则立刻与洗衣店协商解决，如

果协商不成可以投诉；同时，消费

者在购买贵重衣物时最好保留相

关凭证或发票，有问题要当场指

出，及时与经营者协商。协商不成

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有关行政部

门投诉，也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

“

又到年底了，很多员工会关心年终
奖到底有没有、有多少，离职了还有
吗？。根据市民疑问，开发区总工会对此
展开了针对性解读。 时报记者 许卉

《傅雷家书》是我国著名的品牌畅

销书，傅雷之子傅敏认为中国文联出版

社未经其同意擅自删改选编并同名发

行《傅雷家书》，构成不正当竞争。近

日，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

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中国文联出版社

立即停止在涉案图书上使用《傅雷家

书》书名及印刷发行，并赔偿原告傅敏

经济损失10万元。

新闻回顾：2017年2月，中国文联出

版社出版了高山汇编的《傅雷家书》。

傅敏诉称，1979年至1981年，傅敏将傅

雷、傅聪父子往来家信整理编选汇编成

《傅雷家书》公开发表，后由北京三联书

店出版发行。36年来，经过不断发掘整

理、丰富选编内容，《傅雷家书》逐步形

成如今拥有十余个品种的《傅雷家书》

系列。《傅雷家书》作为单独书名使用，

在该系列中已经约定俗成为具有特定

内容、特点结构的家书精选本书名，中

国文联出版社未经傅敏同意擅自删改

选编《傅雷家书》，擅自增加与家信无关

的傅雷其他作品，并以与《傅雷家书》相

同的书名进行出版发行。其行为误导

了读者，属于不正当竞争，也侵犯了傅

敏的保护作品完整权。

中国文联出版社辩称，其出版的由

高山汇编的《傅雷家书》在内容上与傅

敏的图书有显著不同，有一半以上是新

增加的内容，版本上具有独创性。两者

版本都是汇编性作品，两部在分类选编

等各方面不一样，都是享有汇编权的独

立作品。 （人民法院报）

哪些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解答：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

定，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混淆行为，引

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

特定联系：（一）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

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

者近似的标识；（二）擅自使用他人有一

定影响的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

等）、社会组织名称（包括简称等）、姓名

（包括笔名、艺名、译名等）；（三）擅自使

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域名主体部分、网

站名称、网页等；（四）其他足以引人误

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

联系的混淆行为。

本案中，傅敏版《傅雷家书》图书具有

极高知名度、作为图书名称具有区别商品

来源的显著特征，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

行涉案图书容易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与

傅敏版《傅雷家书》存在特定联系，所以文

联出版社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应

当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不正当竞争行为如何承担侵权责任?

解答：首先，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

责任。其次，经营者违反《反不正当竞争

法》规定实施混淆行为的，由监督检查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商品。

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并处违

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

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

并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吊销营业执照。 时报记者 刘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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