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民来电

曹律师说，《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对违反道

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机

动车停放、临时停车规定的，可

以指出违法行为，并予以口头

警告，令其立即驶离。 机动车

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

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

辆、行人通行的，处二十元以上

二百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将该

机动车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

点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指定的地点停放。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拖车不得向当事人

收取费用，并应当及时告知当

事人停放地点。 因采取不正

确的方法拖车造成机动车损坏

的，应当依法承担补偿责任。

也就是说，如果市民在未划定

车位的人行道上停车，已违反

了交通法规，交警有权对其处

以罚款并将车拖至不妨碍交通

的地点或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

地点停放。

律师说法

律师进社区

承租期内房被卖
租户能否索赔偿？

社区律师

晓镇家园社区 敬科律师事务所 孙 立 电话 15022738306

贻正嘉合社区 瀚阳律师事务所（滨海）刘冬梅 电话 18920719419

新城家园社区 瀚洋律师事务所（滨海）王建斌 电话 13032232837

馨苑社区 海天律师事务所 张 研 电话 13820026658

紫云园社区 京师律师事务所 张 云 电话 18622076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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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
到司法所调研指导工作

抚养亲戚的子女
算收养行为吗？
说事儿热线：13512463060

车停人行道 被拖走还得罚

泰达公证处服务
国家级重点项目

法治新闻

时报讯（记者 许卉）日前，国家会

展中心一期展馆区及能源站 EPC总承

包项目工程招标顺利开标，天津市泰达

公证处作为第三方专业法律监督机构

对这一重大工程项目开标提供了公证

监督服务，保证了国家级重点项目的顺

利启动。

据悉，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是商务

部和天津市政府共建的重大工程项目，

也是继广州、上海之后的第三个国家级

会展中心，是落实京津冀协调发展战略

的重要工程，工程总投资概算 175亿元

人民币，此次进行招标的一期项目展馆

区及能源EPC工程标段投资约40亿元，

主要建设16个展厅和综合配套区，总建

筑面积约47.8万平方米。面对如此瞩目

的重大工程，众多建设单位踊跃参与，竞

争异常激烈。

项目招标启动后，为全力配合做好

服务保障，确保项目招标的公开公平公

正，天津市泰达公证处凭借在公证监督

工程招标方面具有的丰富经验和服务

实践，受理了建设单位对此次招标活动

的开标过程进行现场监督的公证申

请。为了确保开标公证监督的顺利展

开，泰达公证处派出多名富有经验的骨

干公证员组成服务小组，与招标方和代

理机构、监督机构进行工作对接。了解

工程概况和项目标段详情，认真审阅招

标文件，把握招标、开标各个关键节点

和要求标准，提出了公证法律建议，做

到依法依规、程序严谨。开标当日，公

证员历经 14个小时圆满完成开标现场

监督公证各项流程，保证了开标活动的

顺利进行。体现出了公证在建设工程

领域的特殊职能和依法监督的公信力。

人行道停放机动车应受何处罚？

看新规：不按规定停车应受罚

近日，上班族小吴致电本报热线，反映了

她在租房中遇到的问题。房东张某将某小区

的一套房出租给了小吴，约定租期3年。半年

后，张某未通知小吴，将房屋卖给了第三人，并

办理了过户登记。小吴得知后，向法院起诉请

求张某与第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张某赔

偿自己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解答：《合同法》第230条规定，出租人出

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

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

的权利。《城镇房屋租赁合同解释》第22条规定，

出租人与抵押权人协议折价、变卖租赁房屋偿

还债务，应当在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

人请求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房屋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小吴虽然享有优先购买权，但张某

与第三人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不会因此而

无效。同时张某与买房者已经办理了房屋的过

户登记，买房者如果不知道小吴是承租人，在已

经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情况下，小吴只能请求张

某承担赔偿责任。 时报记者 田敏

时报讯（记者 张玮）日前，新区司法局相

关负责人员先后到小王庄、中塘司法所，了解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就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建设、专职人民调解员配备情况、司法所“三

化”建设等，进行调研指导工作。

司法局相关负责人查看了镇公共法律服务

中心工作场所、党支部阵地建设情况，与司法所

全体同志进行座谈讨论，就有关工作听取意见

建议，要求司法所进一步加大社矫、安帮人员排

查力度，确保扫黑除恶工作落到实处；要细化公

共法律服务举措，不断提高公共法律服务知晓

率和便民化；对专职人民调解员配备和开展工

作情况进行全面摸底，及时做好统计上报。

近年来，新区司法局加强了司法所法治

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并结合司法所“三定”

工作开展，要求各司法所进一步强化法治思

维，将法治精神贯穿工作始终，确保工作和决

策的合规性、公正性，确保权力和义务、责任和

后果相一致；要高度重视司法所党支部建设，

建好党员活动阵地，营造浓厚氛围，以党建引

领司法所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某公司在与朱某的经济往来中，欠朱某数百

万元。随后不久，朱某朋友张某联系到一帮朋友

多次进入该公司负责人杨某家中索要债务，并安

排数人在杨某家中过夜。杨某与妻子多次要求对

方离开并报警，但对方仍长期滞留拒不离开，严重

影响杨某及其家人生活。最后法院认定张某等人

的行为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 （齐鲁晚报）
法治滨海律师团：根据《刑法》规定，非法侵

入住宅罪，是指违背住宅内成员的意愿或无法律

依据，进入公民住宅，或进入公民住宅后经要求

退出而拒不退出的行为。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

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前款

罪的，从重处罚。案例中当事人双方应当通过协

商、调解、诉讼等理智的途径去解决，如果采取擅

闯民宅、损毁财物或侵害他人合法利益等不理智

行为和方式进行所谓的“讨要说法”，不仅不能及

时解决问题，还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将会受

到法律的惩罚。 时报记者 田敏

“赖”在欠债人家中
讨债者或被定罪

市民牛女士：我二叔二婶十几年前因为一

场车祸双双去世，当时他们的儿子才8岁，我父

亲看孩子可怜，就把他接回家抚养，一直到他成

年，我父母还帮助他买房子结婚。前段时间，我

的父亲生病了，但是这孩子都没有过来探望，我

家人都觉得非常寒心。朋友告诉我，亲戚之间

帮助抚养子女并不算收养。请问我父母与二叔

的儿子之间形成事实收养关系吗？
说法：收养和抚养是不同的法律行为，收养

关系反映的是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之间的父母子

女关系。收养关系的成立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

条件，不是任何帮助他人照顾孩子的行为都能

构成收养行为，帮助亲朋好友抚养子女的行为

不构成收养关系。根据我国《收养法》第17条的

规定，孤儿或者生父母无力抚养的子女，可以由

生父母的亲属、朋友抚养。抚养人与被抚养人

的关系不适用收养关系。 时报记者 张玮

亲妈踢踹女儿算家庭暴力吗？
近日，一则“杭州一女童模被一

名成年女性踢踹”的视频登上各大网

站热搜，女子行为受到网友的谴责和

众多非议。与此同时，有商家回应，

其实踢踹的女子是女童的亲生妈

妈。亲妈踢踹女儿算不算家庭暴

力？儿童能否做模特？本报请来天

津涧联律师事务所杨晶律师对相关

法律问题进行解读。时报记者 马兰

不文明现象：车停人行道四五天

宣传国家安全 增强居民责任感
4月15日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为更好地在辖区宣传维护国家

安全就是维护自身利益的思想意

识，4月14日上午，北塘街道、北塘

司法所的工作人员面向广大市民群

众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法律法规

宣讲等形式进行国家安全法制教育

和安全防范常识教育。另外，泰达御

海社区还组织辖区小学生开展全民

国家安全教育日入户宣传活动。孩

子们与志愿者一同向居民发放宣传

材料，让广大居民群众对国家安全有

了新的认识，明确了学习国家安全教

育方面法律法规的重要性，提高了国

家安全意识。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仅

增强了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对国

家安全的责任感，同时也让辖区群众、

未成年人树立“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的思想意识。 文/图 记者 张玮

法眼看新闻

提起“不文明行为”，我

们可以想到很多问题，而对

于不文明行为大多只能说

服、劝导。不过5月1日就要

正式施行的《天津市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针对日常生活

中普遍存在的有损城市形象、

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极不相

称、广大群众深恶痛绝的不文

明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提

高了不文明行为的违法成

本。条例都对哪些不文明行

为进行了规范？哪些行为又

会受到处罚呢？结合滨海新

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和新条

例即将实施，今起，本报法治

滨海版推出“学新规 做文明

市民”专栏报道，记者将就身

边不文明行为现象、案例，结

合调查，并邀请法律专业人

士予以详细解读。

记者 张玮 摄影报道

前不久，市民张先生购买了

一辆新车，但他所居住的老小区

停车位有限，由于下班比较晚，

小区车位都被其他业主占了，张

先生只能将车停放在小区附近

的人行便道上。由于该人行便

道平时行人不多，他就认为临时

停放应该不会耽误其他行人行

走。然而在新车停放人行道的

第二天，张先生突然接到父母打

来的电话，立即赶往老家处理家

事。四天后，张先生回到家却发

现自己的车已经被警方拖走，并

且还告知他要缴纳罚款。张先

生很不服气，他称平时总能看见

有人将车子停在人行道上，自己

不是第一个违反规定的，凭什么

拖走他的车。另外，人行道到底

能不能停放机动车，他想彻底弄

清楚。

记者在部分居民区附近看

到，像张先生这样为了图方便临

时将车辆停放在人行道上的现象

其实非常普遍。特别是老旧小区

周边，由于老旧小区内停车位有

限，因此人行道自然成了周边居

民停车的“好地方”。另外记者还

在塘沽和平路、东大街附近看到，

人行道被占用情况也十分严重。

周边居民对此却很有意见，并希

望交管部门加大检查执法力度，

还行人正常通行的道路。

天 津 浩 悟 律 师 事 务 所 的

曹志平律师说，《天津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第六十条规定，

驾驶机动车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照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予以处

罚：（一）违规鸣喇叭的；（二）违

规变道、掉头的；（三）行车过程

中 以 手 持 方 式 使 用 电 话 的 ；

（四）不按照规定礼让、避让行

人 的 ；（五）不 按 照 规 定 停 车

的。在行驶的车辆中向外抛掷

物品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

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予以

处罚。据此，不按规定停车的行

为不仅仅是不文明行为，还触

犯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应当予

以处罚。

曹志平律师说，人行道是

供行人通行的专用通道。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六条

规定，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

停放，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

动车，但是，依照本法第三十三

条规定施划的停车泊位除外。

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不得妨

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但有

个例外的情况，即根据实际情

况，在不影响行人、车辆通行的

情况下，政府有关部门可以施

划停车位。除此之外，任何车

辆均不得停放在人行道上。如

果将车停放在人行道上，若驾

驶人在场，应予以口头警告，令

其立即驶离；若驾驶人不在场

或拒绝驶离，除处以罚款外，还

可以将车拖离现场，但交通管

理部门应及时通知当事人停车

地点。罚款数额为 20元以上

200元以下。

什么行为算家庭暴力？
杨晶律师表示，我们首先要明确家庭

暴力是如何界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家庭暴力指行

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

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

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

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只要是家庭成员采用了以上所述的手段，

造成了伤害的后果，即构成家庭暴力。至

于家庭成员被打到什么程度算家暴，并没

有具体的规定。家庭暴力中的施暴者，要

承担法律责任，如果情节严重，造成其他

成员伤害的，可能会以故意伤害罪立案。

有些网友称，自己也是父母，孩子不

听话打两下，这都属于家事，但家事不等

于不构成家庭暴力，轻微伤害也涉嫌构成

家庭暴力。公安机关对违反法律、法规的

轻微家庭暴力或不宜直接作出行政处罚

的家庭暴力行为，可出具告诫书。告诫书

能及时纠正不法行为，起到防范暴力升级

的作用，同时有利于固定证据，为家暴受

害人将来提起诉讼提供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十六条规定，家

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

或者出具告诫书。告诫书应当包括加害

人的身份信息、家庭暴力的事实陈述、禁

止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等内容。

儿童当模特算不算童工？
杨晶律师表示，童工是指未满十六周

岁，与单位或者个人发生劳动关系从事有

经济收入的劳动或者从事个体劳动的少

年、儿童。根据我国《禁止使用童工规定》

第十三条规定，文艺、体育单位经未成年

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可以招用

不满16周岁的专业文艺工作者、运动员，

但前提是经过监护人同意。儿童模特和

童星很多都是在业余时间进行拍摄，没有

达成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更没有影响到

成长和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所以被界定

为童工有些勉强。但我国《中华人民共和

国广告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不得利用不

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

通过规定和法律不难看出，还是不希望低

龄儿童过多参与到商业演出和广告拍摄

的活动中去，给孩子一个快乐无忧的童年

和一个健康自由的成长环境。

另外，生活中会有一些未成年人在假

期以社会实践的名义参加社会劳动，有的

还获取报酬。根据劳动部发布的《关于贯

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

的意见》，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

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

劳动合同，不属于非法使用童工的情形。

牛女士几天前到某健身会所免费

体验健身服务，因为是“体验”服务，工

作人员只给牛女士进行了简单介绍，并

没有健身教练现场指导她使用器械，也

没有人进行风险提示和告知义务，导致

牛女士在使用跑步机时不慎受伤。牛

女士觉得健身会所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致使她受伤。但健身会所却以“免

费体验”为由不愿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不少消费者对于

健身场所提供的“免费”体验并不满意，

商家更多的是派销售员推销健身年卡，

而对于如何使用健身器械、如何针对个

人情况进行健身等并没有介绍和说明。

车辆停放人行道 交警能拖车吗？

免费体验健身受伤 健身会所是否担责?
日前，本报刊发报道《去健身场

所 这些安全问题应注意》进行了相关

报道，市民牛女士看到报道后又反映

了自己遇到的一件事。牛女士说，几

天前她到某健身会所免费体验健身服

务，在使用跑步机时不慎受伤，健身会

所是否该赔偿呢? 时报记者 张玮

天津浩悟律师事务所的曹志平律师

说，牛女士受伤与健身会所管理过错有直接

因果关系，健身器材本身具有潜在危险性，

如使用不当，极易造成人身损害。所以，一

对一的健身教练现场指导初次使用者正确

使用专业健身器材，应属大众常识和经营者

的基本义务。健身房对于其管理区域内的

健身活动有可能发生的不安全因素未进行

提示、说明，也没有对牛女士的健身活动提

供适当的劝告和协助，可以认定健身会所没

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另外，《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从事、

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

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

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

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由此可见，健身会所应当对牛

女士承担相应赔偿义务。

另外，《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

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作为成年人应

认识到进行健身运动有受伤的风险，在使

用健身器材时应按照正确的使用方式。

如果免费健身体验者未做到这一点，自身

也存在过错，也应承担次要责任。

曹志平律师说，安全保障义务是指在

调整商业秩序中依据诚信及公平原则确定

的法定义务，经营者在经营场所负有对消

费者、潜在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进行保

护的义务。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情形

主要有：第一，经营者没有营造好一个很安

全的消费环境致消费者受伤害；第二，经营

者提供的服务本身或硬件设备不安全导致

客户受害；第三，未尽到对不法侵害的防范

和制止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

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或者

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致他人损伤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免费体验受伤 有权要求赔偿吗？

何为安全保障义务？

“

新村司法所召开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动会

时报讯（记者 张玮） 为深入推进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充分发挥司法所自

身职能作用，日前，新村司法所组织召

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动会，司法

所全体工作人员、辖区各社区治保主

任、调委会成员参加。

会上，各社区就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工作情况进行了汇报，司法所对各

社区在普法宣传、线索排查、矛盾排查

调处等方面工作的做法和取得的成效

进行了点评，为各社区发放了社区服刑

人员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应知应会材料。

新村司法所将指导社区法律顾问

开展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的法律

法规宣传，充分宣传扫黑除恶相关政策

和黑恶势力的危害性，营造浓厚的法治

氛围。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要求人民调

解员要加强民间纠纷排查调处，对辖区

内社区服刑人员和安置帮教人员进行

彻底摸排，走访核查基本信息，发现问

题立即上报。

扫黑除恶

聚焦《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曝光不文明行为

做文明学新规 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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