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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组由交管塘沽支队提供的电子警

察抓拍照片中记者看到，一辆红色重型货车

于 5月 25日行驶至第九大街西沿线与海川

路交口时，前号牌尾数处于遮挡状态。交警

又调取了大量该车的行驶画面信息，其于4

月21日在同一路段时被电子警察抓拍的画

面显示，其号牌为津××6520，照片中不仅

车外信息清晰，驾驶人也清晰可辨。近一周

以来，已有15辆重型货车因遮挡号牌违法在

新区被依法查获，交管塘沽支队已依法作出

重型货车遮挡号牌处罚5起，另有10余起待

审核确认。

日前，新河街道西江里社区在社区小广场开

展“崇尚科学，关爱家庭，珍惜生命，反对邪教”主

题警示教育活动。现场悬挂反邪教条幅，利用

LED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反邪教标语；工作人员

为群众讲解邪教的危害，发放反邪教宣传册和宣

传袋百余份。该社区工作人员希望通过反邪教

等宣传呼吁每一位居民从内心深处树立相信科

学、抵制邪教的信念。

此次活动得到了社区群众的一致好评，增强

了居民的自我防范意识和反对邪教的自觉性，有

助于社区的安全稳定和综合安定。

文/图 记者 张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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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到小区摔伤算工伤吗？

市民崔某：几天前我下夜班回家，走进自

家小区时不慎摔了一跤。当时是凌晨时分，灯

光昏暗，我没看见小区内一停车位上的地锁，

因此被地锁绊倒摔伤了膝盖和小腿。我这种

情况能否被认定为工伤？
说法：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

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法定情形有七种：（一）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

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

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

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

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

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

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

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

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崔某受伤的原因不是上

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等，而是自己因不慎

摔倒受伤。因此他的情况并不属于工伤范畴。

值得注意的是，工伤认定的条件和标准是法定

的，不能任意扩大。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不应当认为

只要发生在上下班途中的伤害都属于工伤。即使

员工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也需提供能够证

明自己在事故中并不负主要责任的证明材料，

才能确定是否属于工伤。 时报记者 张玮

36小时3名偷车贼落网
7起电动车被盗案告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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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全员全额扣缴申报？

宪法宣传走进栖凤中学

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 扣12分罚款200元

“特殊原因”遮挡号牌是否会受到处罚？

滨海交管有关负责人称，机

动车号牌是辨认车辆身份的重

要依据之一，但个别人却故意遮

挡机动车号牌甚至伪造变造号

牌。货车违法遮挡号牌的目的，

就在于方便发生闯红灯、闯禁行

路、超速等其他违法行为时，逃

避电子警察摄录。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

使用规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

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或者故

意遮挡、污损、不按规定安装机

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会被处以

扣罚 12分并且处罚款 200元。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上

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

车号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应当扣留机动车。

除此情况外，还有些人因为

“特殊原因”遮挡号牌。市民乔

女士称，她的儿子过段时间结

婚，婚礼当天请了车队接新娘，

为了车队统一，婚车可能都要遮

挡车牌。如果是这样的特殊情

况，交警还会扣分检查吗？另外

遇到恶劣天气，如泥水或积雪遮

挡了号牌还会被处罚吗？

滨海交管有关负责人称，结

婚虽然是一件“大事”，但结婚

途中的安全更是关乎市民生命

安全的头等大事，所以即便是

婚车，也应该遵守交通法规，婚

车故意遮挡车牌，也会受到罚

款 200元、驾驶证扣 12分的处

罚。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

定，将未悬挂或不按规定安装

号牌、故意遮挡污损号牌等违

法行为记分由 6分提高到 12

分。处罚规定中“故意”两字最

关键。车辆遇上雨天，泥水溅

到车牌上，这样的情况不算故

意遮挡号牌。有的车辆遭遇车

祸，车牌被撞坏，未来得及修

理，也不算“故意”。但是如婚

车在号牌处贴上“百年好合”等

字样，或安装个性化装饰遮挡

号牌的字母数字等，就算故意

遮挡号牌行为。

另外，机动车上道行驶时应

保持号牌清晰、完整，如有积雪

覆盖应及时清理，否则也会受到

相应的处罚。

根据规定，个人所得超过国务院规定数额

的，在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或者没有

扣缴义务人的，以及具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

形的，纳税义务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纳税

申报。扣缴义务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全

员全额扣缴申报。本期“律师进社区”就“全员

全额扣缴申报”的具体内容进行解答。
解答：《个人所得税法》中的全员全额扣缴申

报，是指扣缴义务人在代扣税款的次月内，向主管

税务机关报送其支付所得个人的基本信息、支付所

得数额、扣缴税款的具体数额和总额以及其他相关

涉税信息。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的管理办法，由国务

院税务主管部门制定。 时报记者 刘纯

相信科学 抵制邪教

时报讯（记者 刘纯）近日，滨海新区司法

局、滨海新区大港人民检察院、中塘镇人民政

府和栖凤中学联合举办了“弘扬宪法精神，建

设法治校园”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中包括以案释法、宪法知识讲座、宪

法宣誓、宪法知识竞答等环节。检察官刘华冉

讲解宪法相关知识的同时，结合身边真实的案

例进行以案释法，告诫学生们必须引以为戒，

增强法治观念，提高法律意识。在宪法知识竞

答环节，学生们踊跃回答，活动气氛热烈，让学

生们在答题中加深了对宪法的了解。

此次活动对推动“宪法精神七进”起到了

积极的推进作用，进一步加强了宪法学习宣传

教育，普及了宪法知识，弘扬了宪法精神。

时报讯（记者 张玮）近日，塘沽警方

36小时连续奋战，成功抓获3名盗窃电动

车嫌疑人，破获系列电动车被盗案7起。

6月5日6时30分，北塘派出所接群众

马某报警称，其停放在自家楼下的电动车

被盗。随后民警通过调查走访、沿途调取

监控视频，发现作案嫌疑人为两名男子。

经蹲守布控，历经30小时，成功将其中一

名嫌疑人李某抓获。办案民警很快又将另

一名嫌疑人李某某抓获归案。经查，二人

系亲戚关系，由于缺钱花，李某某于近日来

塘沽地区“投奔”亲戚李某，两人白天送外

卖，晚上出去寻找作案目标，已作案多次。

民警深挖细查，发现在一起盗窃电动

车的案件中，李某的朋友吴某有作案嫌

疑，民警乘胜追击将吴某抓获。经审讯，

吴某如实供述了伙同李某多次盗窃电动

车的违法事实。至此，历经36小时，民警

成功将该 3名盗窃电动车嫌疑人抓获归

案。目前，嫌疑人李某、李某某、吴某已被

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那么一个人多次盗窃，达到什么标准

可以提起诉讼呢？对此，警方表示，多次

实施盗窃行为属连续犯，应以盗窃罪一罪

累计其犯罪数额，若达到数额较大的定罪

标准，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

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

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二年内盗窃三次

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 可见

我国法律目前对盗窃行为的入罪范围扩

大了，即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

窃、扒窃的，不管是否达到数额较大的标

准，只要实施上述行为，均构成盗窃罪。

端午出境游 先了解“免签”

边检机关工作人员称，

出国除了必须具备护照之

外，签证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

落地签、免签这些术语。很

多人往往误认为落地签就相

当于免签，这种理解是错误

的。护照是持有者的国籍和

身份证明，签证则是主权国

家准许外国公民或者本国公

民出入境或者经过国境的许

可证明。签证一般都签注在

护照上，也有的签注在代替

护照的其他旅行证件上，有

的还颁发另纸签证。

而落地签证是指申请人

不直接从所在国家取得前往

其他国家的签证，而是持护

照和该国有关机关发给的入

境许可证明等抵达该国口岸

后，再签发签证，落地签证通

常是单边的。

免签则是外籍人士过境

免签政策，是世界各国实施的

免签制度中的一项内容，是指

外籍人士依据过境国的法律

或有关规定，从一国经转该过

境国前往第三国时，不必申请

过境国签证即可过境，并可在

过境国进行短暂停留的政

策。简单来说，落地签就是去

到外国之后再办理签证，而免

签的话，直接手持护照便可入

境，不需要再办理签证。

端午节假期临近，很多人又开始计划出行。日前记者向部分旅行社及边检机关进行了解，对于境外旅

游落地签和免签的问题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以免因手续问题耽误节日行程。 时报记者 张玮

自 2016年 10月 1日起，

乌克兰在首都鲍里斯波尔机

场和敖德萨机场对中国公民

入境施行落地签政策。但近

期有数名赴敖德萨中国游客

因手续不全被拒绝入境。暑

期来临，中国驻敖德萨总领

馆提醒赴敖游客提前办好赴

乌签证，或备好办理落地签

所需手续，以免造成不必要

的损失。

边检机关在此提醒市民

注意，乌方在敖德萨机场可

为符合以下5项条件之一，且

以商务和旅游为目的的中国

公民颁发有效期为15天、停

留期最长15天的一次入境签

证。1.乌方移民局及地方分

支机构确认的邀请函；2.乌

政府、行政机构、国有企业及

官方组织的邀请函；3.在乌正

式注册投资不少于5万美元

的证明文件或银行出具的外

汇投资证明。有关证明需在

2016年 5月 31日 第 1390-

VIII号法令《关于取消外资注

册的修正案》生效后开具方可

有效；4.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

组织照会；5.能够确认在签证

有效期期满前离境的下列文

件之一：酒店订单、旅行付款

凭证、旅游合同。此外，办理

落地签还需提供在乌期间医

疗保险单及足额资金保障。

遮牌货车上路被查

五种情况 赴乌旅游可办签证 落地签不等于免签

生活中总有些驾驶员为了个人利益故意违反交通法规，置自己和他人的安全于不顾。近一段时

间，新区交管部门加大力度治理机动车涉牌交通违法行为，充分发挥“天眼”科技设备优势，梳理分析

违法车辆通行规律，在重点道路开展查违行动，并对违法驾驶人进行了相应处罚。 时报记者 张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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