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回顾

律师：在法律法规框架下对离婚冷静期制度的创新式应用

一起离婚诉讼
以冷静期调解结案

曹律师说，对于有感情、有

爱情基础的人来说，双方因为冲

动做出离婚选择的夫妻从某种

程度上是需要离婚冷静期的。

在冷静期期间，夫妻双方可以冷

静考虑彼此的关系是否达到了

必须离婚的程度，也可以通过亲

人的劝说、聘请婚姻家庭咨询师

或律师为处在冷静期的夫妻提

供辅导，让更多的婚姻得到调适

和挽救。不过并不是所有案件

都适用离婚冷静期的，《婚姻法》

第三十二条规定了“感情确已破

裂、应准予离婚”的情形。如果

双方确实符合上述情形、达到了

准予离婚条件，当然不能适用离

婚冷静期。还有，如果过了冷静

期，一些夫妻还是决定离婚，那

么法院还是会尊重双方选择，给

予办理离婚，这也是一种人性化

的表现。

有一些“80后”、”90后”夫妻结婚短短几年，就因为锅碗瓢盆、油盐酱醋、
家长里短等小事打得不可开交，直至闹离婚，因此导致“闪婚”、“闪离”的现
象时有发生。2018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
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中首次明确了离婚案件人民法院
可以设置冷静期，而日前某法院审判的一起离婚案即是基层法院在法律、法
规框架下对离婚冷静期制度的创新式应用。 时报记者 张玮

原告瞿某与被告张某经人介绍相识

恋爱，2002年12月二人在民政部门登记结

婚。2005年3月，瞿某与张某生育一女。

后双方因生活琐事发生矛盾，导致夫妻感

情不睦，2018年7月10日，瞿某诉至法院，

要求解除与张某的婚姻关系，并要求法院

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在法院调解

过程中，张某表示，自己愿意做出改变，善

待妻女，努力维护家庭和谐稳定。瞿某亦

表示，愿意给张某一次机会，但如果张某

在今后的生活中不做改变，其会再次起诉

离婚。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

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原告瞿某与被告

张某为婚姻设置六个月冷静期，自2018年

8月22日起至2019年2月21日，六个月冷

静期内均不得起诉离婚；二、案件受理费

减半收取为100元，由原告瞿某承担。法

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结案。 （人民法院报）

以民事调解书设立离婚冷静期有何意义？

天津星伦律师事务所的曹志平律师

表示，离婚冷静期是指夫妻离婚时，政府

强制要求双方暂时分开考虑清楚后再行

决定，其间，政府安排双方进行婚恋辅导

以挽救婚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

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

见（试行）》第四十条中明确，人民法院在

审理离婚案件中可以设定冷静期，即离婚

冷静期有法律依据。要知道设置冷静期

的目的均在于防止冲动离婚，维护家庭、

社会和谐稳定。其次，民事调解书的出

具，以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且合意内容

不违反法律规定为前提。在离婚案件中，

一方当事人不同意离婚，另一方当事人经

法院调解同意暂缓离婚事宜。换言之，双

方当事人对于婚姻冷静期已达成合意，由

法院出具调解书加以确定，不侵犯当事人

的婚姻自由权。

另外，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判决

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没有新

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

不予受理。也就是说，该案中民事调解书

确定的离婚冷静期为自调解之日起六个

月，不违反法律规定。即民事调解书确定

的冷静期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不予受理期

限的上限，也不会影响当事人行使诉权。

离婚冷静期

不等于不准离婚

市民报料
“每天只要遛狗就是一大波，

太影响居民生活了！”6日，市民贾先
生致电本报热线称，小区住户饲养了
数十只宠物狗和宠物猫，导致楼道内
臭气熏天，而且每天狗主人都会外出
遛狗，这对居民生活造成了影响。而
近日，云南省发布的一则“限时遛狗”
的通告引发了市民对于如何文明养
狗的讨论。本报也请来律师针对身
边存在的“遛狗”烦恼探讨背后的法
律问题。 时报记者 田敏

律师进社区

社区律师
古林街世纪花园社区 正阳律师事务所 邱完秋 电话 15202279900

古林街建北里社区 鹏泽律师事务所 刘国平 电话 18622442170

古林街福锦园社区 正阳律师事务所 刘庆艳 电话 13920306151

古林街润泽园社区 正阳律师事务所 乜东坡 电话 13820595396

古林街福绣园社区 正阳律师事务所 冯雪梅 电话 15822711733

近日，市民杜女士向本报打来热线电话咨询

相关法律问题。杜女士说：“我看了时报关于医

疗纠纷调解问题的解答，我想咨询律师，如果调

解员偏袒一方当事人怎么办？另外，一些鉴定人

员如果与当事人有关系的是不是应当回避？”

解答：首先，根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

例》规定，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员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给予批评教育、

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予以解聘：（一）偏袒

一方当事人；（二）侮辱当事人；（三）索取、收受财

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四）泄露医患双方

个人隐私等事项。其次，咨询专家、鉴定人员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当事人也可以以口

头或者书面形式申请其回避：（一）是医疗纠纷当

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二）与医疗纠纷有利

害关系；（三）与医疗纠纷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

影响医疗纠纷公正处理。 时报记者 刘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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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周边高层凸起
采光权受损怎么办？

市民张先生：我现在居住的是老小区，从

去年开始，小区后面突然开始建高层，而且只

有一栋楼。现在这栋楼已经盖到了十层左右，

彻底挡了我们小区楼房的阳光。据称这栋楼

要盖三十层左右，如果建设完工，我们小区的

采光将被全部遮挡，请问我们该怎么办？

说法：住宅或其他建筑物的日照是舒适健康

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利益。相邻建筑物的所有

人或使用人所享有的通过门窗保证其室内光照

正常、开关窗户进行室内外空气交换的权利，法律

上称为采光权。《物权法》中对采光权进行了明文

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

标准，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当

采光权受到侵犯时，受害人可选择和解、调解、仲

裁或诉讼方式解决，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

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另外，是否侵犯采光

权首先要看影响采光和日照的房屋是否属于违

章建筑。如果是经过审批的合法建筑，则当事

人可以另行提起行政诉讼，由法院按照行政诉

讼程序进行审理和裁决。张先生可以依照相关

的法律法规与对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如协商不成

可以到人民法院起诉。 时报记者 张玮

说事儿：66336097 微信：13512463060

时报讯（记者 刘纯）新区司法局抓紧研究

制定社区服刑人员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活动实施

方案，组建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局分管负责同

志主抓，各部门相互配合、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

各司法所结合自身实际，搭建宪法宣传学

习微平台，将电子资料通过微信群发至社区服

刑人员，实现线上通读文本；邀请律师辅导讲

座，为社区服刑人员答疑解惑；制定宪法知识

测评表，纳入日常“八小时”教育范围，现场进

行测评；参观主题公园，进行宪法体验式学习。

新区司法局还紧密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和安全稳定大排查，重点针对“社区服刑上访倾

向人员，不服管理人员，心理失衡人员，安置帮

教重点人员，涉黑涉恶人员”等人员开展宪法宣

传，建立学习台账，确保社区服刑重点人员安全

稳定。同时，对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及时

树立标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

新区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活动向纵深发展。

调解医疗纠纷
调解员偏袒一方或被解聘

庭审在线

酒驾撞坏路灯杆
不仅赔偿还获刑

发挥协调联动工作机制
推动社区服刑人员学宪法

侮辱员工为激励？
单位负责人被拘留

近日，有网友反映，贵州省遵义市一家装修

公司因员工未完成业绩而受到领导侮辱性体

罚。网上也流传出该公司体罚员工的现场视

频，从视频中可以看到抽鞭子、喝黄色液体等体

罚行为。11月4日，遵义市红花岗公安分局调查

后已对公司负责人作出治安拘留的处罚。目前

该案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新京报）
法治滨海律师团：激励员工、挖掘员工潜力

应当通过合情合法的方式，而不是侮辱人格。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公然侮辱他人

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

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

百元以下罚款。同时《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

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公安机关对责任人员处以

十五日以下拘留、罚款或者警告；构成犯罪的，对

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以暴力、威胁

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二）

侮辱、体罚、殴打、非法搜查和拘禁劳动者的。”员

工受到不合理的处罚、不公平的待遇时，应当采

取法律途径进行维权。 时报记者 刘纯

胡某酒后驾驶车辆外出，在酒精的

作用下胡某迷迷糊糊，无法正常控制方

向盘，在道路上与另一车辆相撞，而后又

与路灯杆相撞，造成路灯及车辆不同程

度损毁的交通事故。经检验，胡某血液

中乙醇含量为 168mg/100ml，系醉酒驾

车。案发后，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交通

事故认定，胡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该

案在审理过程中胡某无异议，表示认罪。

法院审理：法院认为，胡某醉酒后驾

驶车辆并发生交通事故，其行为已构成

危险驾驶罪。胡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

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依法可从轻处

罚。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胡某

有坦白情节，积极赔偿公共设施损失并

取得谅解，自愿认罪认罚，建议对其从

轻判处的辩护意见，较为客观，法院予

以采纳。为严肃国家法律，维护公共安

全，同时考虑被告人胡某认罪、悔罪等

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法

院判决胡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二

个月，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

千元。在缓刑考验期间，依法实行社区

矫正。 时报记者 刘纯

欠钱不还惹官司
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

孙某是一名按摩技师，由于平日受

到客户的青睐，孙某打算自己开店创

业。苦于手头没有足够的资金，孙某找

到朋友李某借款四万元，其同学魏某作

为担保人。

创业之初，孙某的收入可观，按期偿

还了李某两万元，而后生意一天不如一

天，借款也就一直拖欠着。李某找到孙

某和魏某，要求偿还两万元借款，而这

两人却避而不见。李某向法院起诉，要

求孙某、魏某偿还借款两万元，互负连

带责任。

法院审理：李某提交了借条，借款人

孙某、担保人落款处署魏某，用以证明孙

某由魏某保证担保向其借款四万元。二

被告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

讼，其放弃了庭审质证的抗辩权利，故法

院对李某提交的借条的真实性、关联性、

合法性予以认定。法院认为，李某与孙

某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与魏某之间的

保证合同均成立、有效。孙某拖欠李某

借款两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孙某

应予偿还，魏某应承担保证责任。李某

与魏某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依相关规

定魏某应按照连带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依照《合同法》、《担保法》的相关规定，法

院判决孙某偿还李某借款两万元，魏某

对偿还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魏某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孙某追偿。

时报记者 刘纯

杨晶律师表示，天津市也有

自己的关于养犬的规定，2005年

制定的《天津市养犬管理条例》对

养犬进行了规定，重点管理区内，

每户只准饲养一只小型观赏犬；

禁止个人饲养烈性犬、大型犬。

小型观赏犬的品种与体高标准，

由市公安机关会同市畜牧部门确

定并公布。

第十九条规定，养犬人必须

遵守下列规定：（一）携犬出户时

携带养犬登记证，由成年人用束

犬链牵领，并应当避让他人，特别

是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儿

童；因检疫、诊疗等特殊情况携犬

出户时，将犬装在犬笼内，不得牵

领。（二）携犬乘坐电梯的，应当避

开乘坐电梯的高峰时间，并为犬

戴嘴套或者将犬装入犬笼、犬

袋。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业

主委员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禁止携犬进入电梯的时间。（三）

不得携犬乘坐除客运出租车以外

的公共交通工具，携犬乘坐客运

出租车时须征得驾驶人同意。

（四）不得携犬进入市场、商店、商

业街区、饭店、公园、公共绿地、学

校、医院、展览馆、影剧院、体育场

馆、社区公共健身场所、游乐场、候

车室和其他人员聚集的公共场

所。（五）在重点管理区携犬出户

时，携犬人及时清除犬排泄的粪

便。杨律师表示，《天津市养犬管

理条例》是由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

过的，因此属于地方性法规，具有

强制性，贾先生的案例中，按照规

定城区每户只能养犬一只，数量超

过也违法了规定，市民可向相关部

门反映。

情况一：担保合同无效的，保证人会

部分免责。《担保法司法解释》中明确：主

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

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

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

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

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

分的二分之一。该解释还称，主合同无

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

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

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

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情况二：因主合同内容变更而免

责。《担保法》第24条规定：“债权人与

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

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

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

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情况三：保证责任因保证合同未成

立而免除。主要情形包括：1.主合同尚

未成立；2.保证合同不具备依法成立的

形式要件。如《担保法》第13条规定，

保证人与债务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

保证合同。不过，如果保证人单独出具

保证书，或保证人已履行保证之主要义

务，债权人接受的，合同同样是成立

的。除此之外，凡保证合同未采用书面

形式订立的，皆视为保证合同未成立。

情况四：保证责任因主合同当事人双

方或与第三方共同所实施的行为不适而

免除。如《担保法》第23条规定：“保证期

间，债权人许可债务人转让债务的，应当

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保证人对未经其同

意转让的债务，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情况五：因超过保证期限而免责。

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1条规定：

“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

止和延长的法律后果。”即在合同约定

的保证期间或者在法定的保证期间内，

债权人没有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的，保证人即免除了保证责任。

另外，债务或担保超过诉讼时效，

担保人无需承担保证责任。主合同的

双方当事人通过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

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

人也不承担民事责任。

遇到这些情况 担保人不承担责任

葛大爷告诉记者，亲戚家的孩子跟

人借了很多钱，亲戚求我替孩子作担

保。葛大爷碍于情面就答应了，可后来

才发现，这个孩子是和他人串通欺骗了

他的父母，也害得葛大爷在不知实情的

情况下签字作了担保人。现在亲戚家孩

子“跑了”，债主找到葛大爷要求还钱。

“担保是一定要承担担保责任吗？有没

有什么情况是不用担责的？”

日前。市民葛大爷致电本报法
制热线，讲述了自己被外甥欺骗为
其签字担保的事情，而现在债主找
上门要让他还钱，葛大爷不知道如
何是好。 时报记者 张玮

潘玉华律师，生活中民间借贷的问题时常发生，而帮人担保就要

承担一定责任，这也是很多人都了解的。然而出了遭遇欺诈等问题，

一些情况担保人可以不承担担保责任。

天津中岳律师事务所的潘玉华律师

说，保证人签署了合法的担保协议，就当履

行担保义务，这毋庸置疑。但是如果是主

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

证的，保证人不承担责任。另外主合同债

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

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保证人

不承担民事责任。葛大爷因为被外甥欺

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字担保，如果属于

以上情况，则可以不承担担保责任。

哪些情况不需承担担保责任？

市民贾先生是新港千间宿

舍10栋1门的住户，他告诉记者，

楼门内有一住户饲养了数十只

宠物猫和狗，导致楼道内臭气熏

天，环境卫生很差，影响了业主

出行。“业主每天都会遛狗，一群

狗出来让我们感到害怕。”贾先

生表示，由于宠物狗数量多，很

多业主都害怕自己受到攻击，曾

经有孩子就被吓到过。虽然楼

内业主多次建议该住户不要饲

养过多宠物，但都没起到效果。

看到“限时遛狗”的政策后，

贾先生建议新区也可以采取此

类手段，以缓解宠物狗给市民造

成的影响。

近日，云南文山市发布了一

则关于加强市区犬类管理的通

告，被网友称为“史上最严遛狗

规定”。通告规定，在市区携犬

出户时，犬只必须使用束犬链，

犬链长度不得超过1米，并由成

年人牵引。7：00 至 22：00 禁止

遛犬。该规定发布后，有人表示

支持，也有部分网友表示这似乎

有些过分，缺乏人性化。“这意味

着整个大白天甚至包括傍晚，都

不允许遛狗。如果养狗者想携

狗外出，就必须起早贪黑，挤出

时间去做。这显然有悖人们对

遛狗习惯的常识性认知。“

对于”限时遛狗“的规定是否

合乎法理，天津敬科律师事务所

杨晶律师表示，首先要看出台该

政策的部门是哪里？它是否有权

做出政策性法规？这个文件是否

有效。其次，该法规援引的法律

法规是否存在。大家常说的法律

规定其实分为法律—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部门文

件等。一般的部门可以制定文

件，没有权力制定法规，这种规定

可以起到规范作用，但不是政策

法规，它没有处罚依据。”云南发

布的这个通告中还提出，违反上述

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据有关

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如果遛狗市

民因为违反“限时遛狗”规定而受

到了处罚，那么可以提起诉讼，要

求其举证是否有制定规定的权力，

以及出示其援引的法规出处。杨

律师表示，根据她的判断，云南该

通告并非强制性法律法规，也无权

对市民做出处罚。因此如果市民

遭遇处罚，可以提起诉讼。

宠物成群饲养 扰民纠纷不断

遛狗限时间 引市民争议

可起到规范作用 无权作出惩罚

如遇到类似贾先生的情况 市民如何维权？

限时遛狗 能否解人犬矛盾？

政策解读

律师解析

市民来电

“

律师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