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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车窗抛物”有法可依
律师进社区

近日，市民杨女士向本报打来热线电话咨

询消费维权的相关问题。杨女士说：“产品质

量有问题，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很普遍，我们

可以向哪申诉？哪个部门应当处理？”就此，本

期《律师进社区》栏目详细解答。
解答：根据《产品质量法》的规定，消费者有

权就产品质量问题，向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查

询；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有关部门申诉，接受

申诉的部门应当负责处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

社会组织可以就消费者反映的产品质量问题建

议有关部门负责处理，支持消费者对因产品质量

造成的损害向人民法院起诉。 时报记者 刘纯

产品质量有问题 如何申诉？

社区律师

紫云园社区 京师律师事务所 张 云 电话 18622076945

富阳里社区 瀚洋（滨海）律师事务所 严冬晨 电话 13920825547

崇安里社区 海天律师事务所 李冬冬 电话 13502141710

拥军里社区 石金律师事务所 宋 姗 电话 18502279553

正义里社区 石金律师事务所 宋 姗 电话 18502279553

说事儿热线：66336097微信：13512463060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没有生育的刘

师傅夫妇从老家收养了一个弃婴。虽然没有办

理过登记手续，但是刘师傅与养子刘兴在一起

生活了30余年，一家人其乐融融。去年年底，刘

兴在工作期间遭遇车祸不幸身亡。刘师傅曾多

次要求领取刘兴的死亡抚恤金，却遭到拒绝，理

由是刘师傅和刘兴没有办理收养登记。
说法：刘师傅虽然没有办理收养登记，也

可以获得养子刘兴的死亡抚恤金。首先，刘师

傅与养子之间的收养关系应为法律所认可。

最高人民法院于1984年8月30日颁布的《关

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4条第28项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

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

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

待。”刘师傅收养弃婴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

初，与养子之间的关系已为亲友、当地群众所

认可，彼此一直共同生活，决定了该收养关系

应受法律保护。其次，刘师傅有权享受养子死

亡抚恤金待遇。《工伤保险条例》中也明确规

定，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

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

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 时报记者 张玮

没有办理收养登记
不能获得养子死亡抚恤金？

法治滨海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滨海新区司法局 滨海时报社 主办11 策划：佟春英 张勇智 编辑：张港 校对：林梅 王秀花 制作：高志翔法治滨海 2019年3月12日

星期二
总第2048期

深入推进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工作

两会声音

非全日制工
能否做“兼职”

市民陈飞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两家公司做起了“临时工”。但是工作半年多以后，一家公司发现陈飞在另一

家公司兼职，认为陈飞同时做两份工作不能专心完成该公司布置的任务，并以此为由要与陈飞解除用工协议。

那么，非全日制工能否同时“兼职”两份工作？法律上又是如何规定的？ 时报记者 张玮

和非全日制工订立口头协议有效吗？

非全日制工能否同时“兼职”两份工作？

潘律师解释说，根据《劳动合同

法》第六十九条中规定，非全日制用工

双方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协议。第七

十一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

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

用工。终止用工，用人单位不向劳动

者支付经济补偿。这也就是说法律中

允许非全日制用工双方订立口头协

议。广告公司虽然只和陈飞有口头协

议，而这份协议针对非全日制用工来

说也是有法律效力的。不过即便是非

全日制用工也不能无故辞退，根据《劳

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

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调解、

仲裁、提起诉讼，也可以协商解决。陈

飞一样可以通过劳动部门进行维权。

大学毕业后，陈飞并没有找一份固

定的工作，而是先后在两家公司做起了

“临时工”。陈飞学的是设计，他先是和

一家广告公司约定了工作的口头协议，

双方约定每天工作的时间为下午2点到

5点，而每天上午陈飞还在另外一家公

司做业务员。但是工作半年多以后，广

告公司发现陈飞在另一家公司兼职，认

为陈飞同时做两份工作不能专心完成

广告公司布置的任务，并以此为由要与

陈飞解除非全日制用工的协议。陈飞

认为自己虽然是非全日制用工，但是两

份工作他都没有耽误过，并且也没有在

工作中出过问题。他认为公司解聘他

的理由不充分。另外，陈飞称自己和广

告公司只有口头协议，并没有书面合同，

他认为公司当初招聘他就违法了。

天津中岳律师事务所的潘玉

华律师说，非全日制工人是指以小

时计酬为主，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

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的

用工形式的工人。非全日制用工

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

一用人单位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

超过4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

超过24小时的用工形式。

潘律师说，由于我国目前非全日制

用工保护的法律规定还有待完善，加之

用人单位非全日制用工法律意识淡薄，

实际用工中侵犯非全日制工人合法权益

的事件频发。根据《劳动合同法》第69

条第2款规定，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

动者可以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用人单位

订立劳动合同；但是，后订立的合同不得

影响先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履行。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全日制工人

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而非全日

制工人在同一用人单位平均每日的工

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可见，单从时间

上而言，非全日制工人在多家用人单位

工作是完全有可能的。非全日制工作

种类丰富工作形式多样，而且劳动者个

人的身体素质存在差异这也为非全日

制工人从事多份工作创造了条件。劳

动者自身条件允许，《劳动合同法》也认

同非全日制工人同一个或多个用人单

位签订合同是合法行为。陈飞如果能

够很好地完成这两份工作，并且在时间

和工作上合理安排，两份工作没有互相

受到影响，他作为非全日制工同时做两

份工作是应该被认可的。广告公司以

此为由将其辞退不合理。

名词解释

非全日制工

市民来电

从车窗随手抛物、扔垃圾的现象

折射出了个别市民公共意识淡薄、文

明素质不高的问题。而车窗抛物不

仅会污染环境，还会对他人以及自身

的安全构成威胁，从而演变成违法行

为。最近，市民牛师傅在骑自行车时

不慎被一私家车司机随手扔出的烟

头烫伤，然而该司机还强词夺理，并

对牛师傅大声斥责。时报记者 张玮

滨海新区司法局
开展“三八”妇女节系列活动

坚决惩治失信行为

全国人大代表、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大岗

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梁德标表示，扫黑除

恶不仅人大代表关注，也是普通老百姓最关注

的事情。对于黑恶势力，很多普通老百姓敢怒

不敢言。黑恶势力如果不打击，将干扰基层组

织建设，破坏经济社会发展，也不利于政权的

巩固。广东各级法院精准重点打击黑恶势力

犯罪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也体现了人民法院打

击犯罪的决心和意志。(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法治滨海律师团：黑恶势力的社会危害性

严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关系到人民幸福、社会

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

恶势力违法犯罪的通告》指出，要以“零容忍”态

度，坚决依法从严惩治，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重

拳出击。我国《刑法》规定，组织、领导黑社会性

质的组织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

产;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其他参加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

利，可以并处罚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

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

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打击黑恶势

力违法犯罪还需要普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

知识，提高市民依法维权意识，各部门齐抓共

管，让黑恶势力无所遁形。 时报记者 刘纯

办案中发现贫困当事人
立即启动司法救助程序

车窗抛出烟头
烫伤路人耍赖皮

“车窗抛物”可处警告或罚款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期间，滨

海新区司法局组织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

动，进一步增强全系统女干部职工的组织

力、凝聚力和干事创业热情，同时积极组

织法律援助律师、公证人员和村居法律顾

问为全区广大妇女提供了形式多样的公

共法律服务。

活动丰富多彩 助力成功人生
新区司法局联合区妇联，邀请“爱·圆

梦”成长系统创始人中源老师，为司法局

全体女干部职工带来一场“性格养成 助

力成功人生”的主题讲座。局机关还组织

全系统女同志到杨柳青民俗博物馆和反

腐倡廉教育基地参观学习。

法律顾问进社区 开展法律宣讲
新区村居法律顾问先后在古林街福

汇园社区、新北街迎宾园社区、新村街河

华里社区、新河街南益社区、汉沽街王园

里社区、滨河家园社区、东滨里社区、生

态城锦庐社区、杭州道街新业里社区、大

港街晨晖北里社区、胡家园街星海苑社

区等开展“维护宪法权威 保护妇女儿童

权益”“妇女维权在身边”“创文明家庭巾

帼在行动”“巾帼浸书香共创文明城”“维

护妇女合法权益”“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构建美丽平安大港”等主题法律宣讲活

动，900余名社区居民参加，发放宣传资

料4000余份。

法援公证在行动 提供优质服务
新区法律援助中心及妇女儿童法律

援助工作站 3名律师，在大沽街安阳社

区开展了法律援助宣传咨询活动,并发

放了法律援助宣传材料100余份。塘沽

公证处女性公证人员主动放弃半天假

期,坚守岗位为居民提供优质、便捷、惠

普的公证服务。 时报记者 刘纯

“遇到车窗抛物，留存证据、举报都

很重要。”曹律师说，牛师傅在遇到此事后

只是和不文明司机进行争吵，并不能解决

问题。关于“车窗抛物”也并不是牛师傅

所说的那样对违规司机没有处罚措施。

除了罚款以外，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

和使用规定》，驾驶人在行驶机动车的时

候，车窗抛物因为“驾车时有妨碍安全行

车的行为”可能会被记2分。此外从《刑

法》的角度说，随意抛物其实是一种故意

行为，明知会产生严重后果而放任严重后

果的发生，如果致人重伤或死亡，会因触

犯交通肇事罪也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作为市民，不仅要对他人“车窗抛

物”行为进行劝导，还要积极监督举

报。遇到此类问题市民可用手机、照相

机、车载记录仪等设备拍摄记录交通陋

习，为警方提供证据和线索，不给车窗

抛物一丝侥幸逃脱的机会，给行为人一

次疼痛的教训，真正让车窗抛出的文明

与安全通过法律捡起。

车窗抛物的不文明行为只是文明

素质不高的表现吗？是否有法律法规

对此约束和做出惩戒呢？记者调查采

访中，所有的受访者都表示车窗抛物

是不文明行为，而且存在安全隐患。

然而也有不少人提出疑问，“即便知道

这样做不对，也很难抓住车窗抛物者

的‘现行’，谁也不可能那么快速地用

手机录下证据。”对此，记者也从交警

方面进行了解，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等相关规定，执法人员想要处罚

车窗抛物行为，必须要抓住“现行”。

然而车窗抛物只是瞬间动作，很难有

固定证据，处罚就更难了。

处罚“车窗抛物”有法可依。天津

浩悟律师事务所的曹志平律师说，根据

现行的法律法规，对于车窗抛物的行为

不仅仅有劝导和说教，还是有法可依

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

得向道路上抛撒物品”。另外，《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六十六条规定，乘车人不

得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不得向车

外抛洒物品，不得有影响驾驶人安全驾

驶的行为。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

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

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

50元以下罚款；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

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扣留其非机动车。

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

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遇到“车窗抛物”留存证据、举报都很重要

上周六上午9时左右，刚刚从市场买

完菜的牛师傅骑自行车回家，他遵守交

通规则，并没有任何违规的行为。突然

一辆停在路边的私家车打开窗户，司机

往车外随手扔出了一个没有熄灭的烟

头。烟头刚巧扔在了牛师傅的袖口上，

牛师傅的外套袖子边被烫花，他的手腕

也被灼伤。牛师傅随后和该司机进行理

论，但该司机反而指责牛师傅，“我车停

在这儿，你骑车不知道躲啊！你有啥证

据说是我扔的烟头？”牛师傅并没有继续

和该司机争执，只是无奈地表示，“随手

抛物是不文明行为，但是不罚款不罚分，

光靠劝说作用不大！”

难抓“现行”处罚困难

法院审理
肇事者找不到

餐厅经营者需担责
法院认为，李某在徐某经营的餐厅

就餐时受到人身损害，徐某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且第三人不能确定，根据有

关法律规定，徐某对李某所受人身损害

应予以赔偿。而徐某以自己既不违法，

更不存在任何过错，李某受到的伤害是

本案案外人所致，与自己没有因果关系

为由进行抗辩，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

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

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

的权利。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

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

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

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

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

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

赔偿金。据此，一审法院判决被告徐某

赔偿李某医疗费、鉴定费、护理费、误工

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共计十

万元。

徐某提出上诉，他称原审适用《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错误，原审法院对其

安全保障义务要求过高。

焦点问题
因第三人行为造成损害的

店主如何担责？
本案在案由上存在餐饮服务合同

纠纷与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纠纷的竞

合，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公共场所管理人

责任纠纷。《侵权责任法》规定：“宾馆、

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

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

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

相应的补充责任。”作为公共场所管理

人的上诉人徐某，对其所经营管理的公

共场所负有安全保障的法定义务，对用

餐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如果其未尽到

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则应当承担相应

的责任。对于由第三人造成的损害，应

当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但作为公共

场所管理者的上诉人徐某，如果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则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

责任。

本案中，上诉人徐某存在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的事实，鉴于致害人尚未确

定，应当由其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根

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综合衡量当事

人双方对损害发生的责任及上诉人徐

某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方面的情况，上

诉人徐某应当承担70%的补充责任。综

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

但适用法律不当。最终二审判决变更

原判决为，徐某赔偿李某医疗费、鉴定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

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共计七万元。

食客在餐厅受伤 店主责任咋定？
消费者在公共场所意

外受伤，管理人理应承担

责任，而公共场所管理人

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

认定标准至关重要。

时报记者 刘纯

记
者
调
查

律
师
说
法

？

李某在徐某经营的餐厅就餐，而其他

顾客发生忽然争执，双方砸破的玻璃碗片

崩起划伤了李某脸部。李某面部多处受

伤，经鉴定其伤残程度为九级伤残。李某

与用人单位签订了一年期劳动合同，月基

本工资2000元，因受伤被迫离职。李某

将徐某告上法庭，要求其赔偿自己的各项

损失。包括医疗费、鉴定费、护理费、误工

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在内，张某

主张各项损失共计十万元。

案
情
介
绍

餐厅就餐遇“飞来”横祸

近些年，人民法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破解

执行难行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下一步要继续

加大对恶意逃避执行的打击力度，坚决惩治失信

行为。”梁家河村党支部书记巩保雄说，“也需要

完善相关法律规定，织密法网，不给少数失信人

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空间。” （人民法院报）
法治滨海律师团：失信被执行人俗称老

赖，他们对法院判决拒不履行、公然抗法，严重

侵害了他人权益，破坏了社会秩序。根据《刑

法》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

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

院下发《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人民法院审

理拒执犯罪的程序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为依法严厉打击拒执犯罪，促进社会诚信提供

法律支持。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建立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制度，以及多部门参加的失信惩

戒联动机制，惩治失信行为还需要用法律来规

范诚信，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时报记者 刘纯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联合下发《关于检

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支持脱贫攻坚

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加大司法过程中对

贫困当事人的救助工作力度，助力打赢

脱贫攻坚战。

《意见》明确了贫困当事人的范畴，

要求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

案件当事人符合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

罪侵害致重伤或者严重残疾，因加害人

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无法通过诉讼

获得赔偿，造成生活困难；刑事案件被害

人受到犯罪侵害危及生命，急需救治，无

力承担医疗救治费用；刑事案件被害人

受到犯罪侵害致死，依靠其收入为主要

生活来源的近亲属或者其赡养、扶养、抚

养的其他人，因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

偿能力，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造成生

活困难等七类情形之一，且属于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的当事人，应确认为贫困当

事人。《意见》要求，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

件过程中发现贫困当事人的，应当立即

启动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程序，指定检察

人员优先办理。 据《法制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