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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期间吓唬孩子 一幼儿教师被辞退

律师进社区

“变相体罚”孩子 学校个人均受罚
老师严重违纪被辞退 园方无需赔偿

案情回顾
马某于 2013 年 2 月起在张
家港某幼儿园工作，担任教师一
职。双方签订的最近一份劳动
合同期限为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马某在工
作期间，在家长 QQ 群中宣扬其
为吓唬幼儿使用“谁再哭就把他
妈妈杀掉”
“ 哭得最厉害的小朋
友立马不哭，而且讨饶说保证不
哭”等言行，幼儿园以其言行严
重违反用人单位的管理制度为
由，向其发出《关于辞退马某的

决定》，解除与马某的劳动合同，
并同时将该决定通知了全体职
工及上级单位和报送当地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马某不服该决
定，
申请仲裁并向法院起诉。
日前，张家港法院审理了这
起劳动争议纠纷案，认为该教师
变相体罚学生，严重违反规章制
度，幼儿园解除劳动合同合法，
判决驳回其要求赔偿金的诉
请。马某上诉后，苏州中院二审
维持了该判决。 （扬子晚报）

近日，某幼儿园的一
名教师以幼儿园违法解除
劳动关系为由，向幼儿园
主张赔偿金。张家港法院
审理了这起劳动争议纠纷
案，认为该教师变相体罚
学生，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幼儿园解除劳动合同合
法。老师的哪些行为属于
变相体罚学生？发生类似
事件，
应受到何种处罚？
时报记者 张玮

幼儿园辞退老师合法
天津浩悟律师事务所的曹志
平律师说，
体罚或变相体罚，
在幼
儿园是绝对禁止的，其危害不仅
是身体的，更是心理的。老师做
了变相体罚的事，应该受到严肃
的处理。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的
重任，老师的言行很可能直接影
响到学生的健康教育，如果出现
变相体罚学生的行为，会给学生
的心理造成不良影响，这也与其
应有的职业道德严重背离，同时

曹律师说，根据《劳动合同
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劳动者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间被
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严
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三）严重失职，
营私舞弊，
给用人
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劳动
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
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
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

提出，
拒不改正的；
（五）因本法第
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
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被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这里明确提到了“严重违反
用人单位的管理制度”的规定，
马某用过激的言语伤害到孩子
严重违反了幼儿园的规章制度
和相关法律规定，幼儿园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并不需要支付经济
补偿。

变相体罚 单位和个人都将受到相应的处罚
曹律师说，变相体罚和体罚
一样，都是要受到严厉处分的。
《幼儿园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
定，体罚或变相体罚幼儿违反本
条例，可由教育行政部门对直接
责任人给予警告、罚款的行政处
罚，或者由教育行政部门建议有
关部门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
分。另外，
《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
施办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
体罚
或变相体罚幼儿的单位或个人，
由教育行政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员

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对于
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教师，学校
有权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马某在工作中吓唬幼儿的
行为已对幼儿的心理产生了震
慑和威胁的作用，属于对幼儿心
理的变相体罚行为，马某的言行
与其职业身份严重不符，也严重
违反了幼儿园的规章制度，幼儿
园有权依据规章制度与其解除
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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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警告、
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或
者由教育行政部门建议有关部门
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未成
年人保护法》中规定，
未成年人的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害人
或者其监护人有权要求有关主管
部门处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该法还规定学校、幼
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员对未成年
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或者变相体
罚，
情节严重的，
由其所在单位或
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透支信用卡是否构成犯罪?
市民吴某因个人生活需要，
陆续从各家银
行办理了多张信用卡，
一直都是按时还款。今
年 3 月初，吴某的母亲生病，因治疗花费较大，
吴某没能及时还款，
现在各张信用卡都有透支
并逾期。银行工作人员每天都打电话催促，
说
再不还款就向派出所报案。吴某问这种情况
如何处理，
是否构成犯罪？
解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一般行为人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
超过规定的限额或者规定期限
透支的，经两次有效催收后，三个月仍不归还
的，
才能认定为恶意透支。现实中对于是否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
应当综合持卡人信用记录、
还
款能力和意愿、
申领和透支信用卡的状况、
透支
资金的用途、
透支后的表现、
未按规定还款的原
因等情节作出判断。不得单纯依据持卡人未按
规定还款的事实认定持卡人就具有非法占有的
目的，从而认定为涉嫌犯罪来进行刑事追究。
建议吴某及时跟相关银行沟通协商解决，
否则，
即使构不成犯罪，
相关银行也会通过起诉来维
护其合法利益。
时报记者 田敏

社区律师
文化宫社区

纳淼律师事务所

刘永超 电话 13752078624

海泽苑社区

汇诚律师事务所

王建权 电话 18920132893

泰达御海社区 津滨正通律师事务所 李修磊 电话 13821038690
北塘街南村

敬科律师事务所

田 野 电话 15502282167

南北卫里社区 澄松律师事务所

范 颖 电话 15022315913

员工病假期间工资
能否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说事儿热线:1351246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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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骗局花样翻新
警方提醒：
小心热情
“客服”
近期，
一些不法分子冒充客服以
“货寄
错了，
请寄回调换，
将会支付邮寄费用和一
定补偿费”
为由实施诈骗。警方提醒，
有时
候看似热忱的服务背后往往就是一个骗局。
今年 5 月，
南京市浦口区居民杨某在
网上购买了一个电脑显示屏。收货当天下
午，
杨某收到购买电脑显示屏的电商平台
“客服”
发来的一条信息：
“我是您网购商品
商家的客服人员，今天您买的货是否收
到？如果收到，
请务必不要打开包装，
我
们的货可能存在发货邮递方面的失误。
”
杨某问为何厂家会存在失误，
对方解释：
“我们的品牌销量很大，
因人手有限，
每天
很多进出的货品和返修货品都是由一个
人负责，
发货员一时疏忽，
把返修的货品
给您寄来了。请您将货重新寄回，
我们会
为您重新发货，
您邮寄的费用我们会在收
到货物后给您返现，
并给您补偿……”
杨某根据对方提供的地址，将货物
打包寄了回去。但是等了几天，更换的
显示屏也没有寄来。杨某再次联系到客
服人员时，
对方说，
网店寄出的都是新电
脑显示屏，且杨某提供的寄回地址也不
是店里的地址。意识到被骗，
杨某报警。
警方提醒：骗子采用
“广撒网等鱼上
钩”
的诈骗方式，
用注册的网购平台聊天
软件向平台用户发出信息，
最终的目的就
是骗货，
然后将赃物转卖。因此网上购物
遇到来路不明的
“客服”
，
切记不要打开这
些人给出的网址链接，
也不要相信他们所
发的任何消息。同时，网购时应知晓购
物、
退货的一般操作流程，
操作前请寻找
官方客服核实。
新华社

“

楼前花园变成
“游乐场”
能否要求开发商退房？

购买期房由于不能看到实物，只能凭销售人员的介绍、开发商的
宣传资料、沙盘、样板间来判断房屋好坏。一旦交房后发现房子及周
边配套设施与当初开发商的宣传不一样，很容易产生纠纷。遇到这样
的情况，
购房者该如何维权呢？
时报记者 张玮

周先生能否要求退房？
案情回顾
市民周先生两年前在一售楼处内
看房，开发商在宣传材料中写明小区
“楼王”正中间有景观花园，而且销售
人员称该小区建成后绿化覆盖面积为
70%。买房的时候，销售人员一再和
周先生强调说，小区整体景观是专门
邀请著名设计师设计的，
“楼王”虽然
价格高，但是“楼王”中的每户业主都
能看到景观花园，于是周先生购买了
“楼王”
内的一套房屋。最近到了交房
的时候，周先生发现小区内根本见不
到景观花园的设置，而且景观花园竟
变成了儿童游乐设施。周先生有一种
受骗上当的感觉，
因此拒绝收房，
要求
开发商给个说法。然而开发商却表
示，
原来规划的时候确实是有花园的，
现在规划有所变更，已经变更为儿童
游 乐 设 施 ，并 且 经 过 了 规 划 局 的 同
意。至于销售曾经说过的都能看到景
观，
对此开发商予以否认。周先生称，
当初决定买下这套房，就是因为开发
商宣传的“楼王”旁边有花园，现在花
园没有了，他不知道可否要求退房并
要求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

周先生是可以要求退房的。天津
中岳律师事务所的潘玉华律师说，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
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三条规定，商品房的销售广告
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
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
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
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
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应当视为
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
房买卖合同，亦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当
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另
外《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
“下列合
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
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

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
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
胁迫的手段或
者乘人之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
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
人民法院或者仲截机构变更或者撤
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
人民法院或者
仲裁机构不得撤销。”周先生购买房屋
的时候，
开发商将已经经过规划审批的
宣传材料给他看，
并且在宣传材料及介
绍中明确具体地提到了景观花园，
以及
对房屋设计的介绍，
这种明确具体的宣
传材料，
应当视为合同要约。周先生基
于对开发商宣传材料的信任而签定合
同，
开发商就应按照合同约定进行小区
规划设计建设。如果开发商违约，
周先
生当然有理由要求退房。

周先生能否要求开发商赔偿？
潘律师解释，
《合同法》第四十二条
规定，
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
情形之一，
给对方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
（一）假借订立合同，
恶意
进行磋商；
（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
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三）
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开发

商在售房宣传材料中承诺
“楼王”
中心有
景观花园，
然而就在周先生购房后，
开发
商对小区规划进行了修改。此时开发商
就应当经过周先生等的同意，
如果没有
经过他的同意应视为合同发生重大变
更，他可以选择解除合同，并要求开发
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整容广告充斥电梯投屏 家长担心影响未成年人价值观
前段时间，北京市民赵雅（化名）
接完孩子回到家里楼道时，舍弃乘电
梯，
而选择爬楼。她坦言，
并不是为了
锻炼身体，而是为了躲避电梯里的广
告。
“整整整整，
女人美了才完整，
做女
人，
整好！”
一群身穿白色连衣裙，
长相
颇为相似的女孩，
排着队列，
循环喊着
这样的口号。近日，
某整容医美 APP 推
出了整容广告，在各大城市的电梯广
告中进行覆盖式投放。广告一经投
放，
就引来众多批评声，
微博上还出现
了反对这一医美整容广告的话题。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
主任、中国广告协会法律咨询委员会
常务委员朱巍指出，广告虽然需要创
新，但任何创新的立意和表现方式都
不应该侵犯和侮辱人们的人格尊严，
更不允许突破法律和道德底线。

整容广告影响未成年人成长
女人就要整容，整容才会变美，美了
才有价值，
人生才完整……医美广告中透
露出的这些信息，朱巍指出，是在用明示
或暗示的语言来鼓吹整容，且都含有“女
人价值在于容貌”
的价值观念。让赵雅感
到忧虑的是，这些信息，可能会使未成年
人陷入“颜值即正义”
的认知误区，
把整容
看作成功的捷径，
“这些在公共场所大肆
宣传的整容广告，躲也躲不开，很容易影
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广告法》规定，
在针对未成年人的大众

专家呼吁：用立法管管公共场所整容广告
传播媒介上不得发布医疗、
药品、
保健食品、
医疗器械、
化妆品、
酒类、
美容广告以及不利
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游戏广告。
事实上，201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广告法修订草案时，
就有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提出要对整容广告进行规范。贺
一诚委员在审议时建议，
将“整容”
纳入广
告法上述规定中，
“连化妆品、美容都针对
未成年人予以限制，
那整容也应该放在里
面，
不能泛滥”。
朱巍认为，
广告法的上述规定，
对于保障
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无疑是有利的。但如今来
看，
仅仅是防止整容广告在
“针对未成年人的
大众传播媒介”
上还不够，
而是应进一步扩大
范围。
“广告在生活中无处不在，
无论是公共
场所的电子投屏、
平面广告，
或是网络中的贴
片广告，
都让未成年人无处可躲。

乐，而几乎不谈整容的风险。事实上，整
容是有风险的，
而且未成年人的身体还在
发育中，
这种风险还会被进一步放大。
”
朱
巍说。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辽阳市第一高
级中学教师王家娟注意到，
有很多中学生
会去割双眼皮、漂唇、扎耳洞，
还有十来岁
的孩子去文眉。然而，
整容中的风险却很
少被未成年人注意到。
王家娟认为，
针对兔唇等一些生理缺
陷进行的医疗性整容，
是有必要也应当允
许的，要让孩子们通过手术能够更加健
康、更有尊严地活着。但如果只是为了崇
拜明星、变得好看而去整容，这样的做法
并不可取。
“未成年人的身体还处于生长
发育阶段，
容貌和骨骼等组织还未发育成
熟，过早做整容外科手术不利于身心健
康。而且，
由于未成年人的审美观还未成
整容已开始向未成年人蔓延
型，一旦做了整容手术，以后可能会因为
相关数据和事例表明，
整容开始呈现
审美观念的改变而后悔莫及。
”
年轻化趋势，
并且已经开始向未成年人蔓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广州市未
延。某医美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
当前中
成年人保护规定》明确规定，不提倡未成
国有近 2000 万医疗美容消费群体，90 后
年人实施医疗美容项目，
未成年人确因特
已是整容整形绝对主力，00 后开启医疗
殊原因需要进行医疗美容的，
须经其法定
美容消费的势头比 90 后更强，整容低龄
监护人同意。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为
化显然愈演愈烈。
未成年人实施医疗美容项目前，
应当向未
“一些在公共场所播放的整容广告， 成年人及其法定监护人书面告知治疗的
经常将手术轻描淡写，
极力宣传整容的快
适应症、禁忌症、医疗风险等事项。

有必要成立广告道德委员会
2015 年，针对社会各界批评的过度
煽动整容手术现象，韩国保健福祉部规
定，在地铁、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发
布以及电影院在电影开场前播出整容手
术广告，
必须得到医疗广告审议委员会批
准。根据新规定，韩国街头电子屏幕、公
交车站、地铁站等公共场所应当禁止出现
整容手术前后对比广告、夸大疗效或造成
误导的患者治疗后记广告；
著名艺人的照
片也不得用于整容广告。
“可以考虑借鉴韩国的这一立法经
验，
在公共场所不得发布整容手术前后的
对比照，
在针对未成年人的大众传播媒介
上不得发布整容广告。
”
朱巍认为，
对于整
容广告以及一些低俗广告的监管，
需要多
方形成合力，
推动广告业的健康发展。
“应
当在修改广告法时作出规定，
明确各部门
的监管职责。
”
朱巍认为，
监管部门有必要
成立广告道德委员会，
该委员会可以依据
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对广告中涉及的道
德、伦理等方面的标准作出审核和认定。
“对于广告的监管，还需要社会各方的力
量形成合力。例如，
互联网平台在播放广
告时，要设置举报按键；相关管理部门应
当开启线上受理模式，
切实畅通大众举报
投诉渠道。
”
据《法制日报》

市民苟师傅：前段时间，我患上了肺炎，出
院后又休息了一个月。现在我回到单位工作，
在领工资时发现，我病休这两个月的工资比以
前少了很多，甚至达不到天津市最低工资标
准。我想问问单位这样做算违规吗?
说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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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部
发[1995]309 号）第五十八条规定，企业下岗待
工人员，由企业依据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支付
其生活费，
生活费可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下岗
待工人员重新就业的，企业应停发其生活费。
女职工因生育、
哺乳请长假而下岗的，
在其享受
法定产假期间，
依法领取生育津贴;没有参加生
育保险的企业，由企业照发原工资。第五十九
条规定，
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治疗期间，
在规
定的医疗期内由企业按有关规定支付其病假工
资或疾病救济费，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可以
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但不能低于最低
工资标准的 80%。苟师傅可以据此判断单位的
做法是否合理。
时报记者 张玮

法眼看新闻

挪用征地赔偿款
涉嫌职务侵占罪
某村民小组十几户的土地被征用，
经组会
议决定，300 多万元的征地补偿款，先存入小
组在银行开立的账户，
存折和密码由组长庞某
保管。庞某私自从小组的账户中转账 50 万元
到其个人账户，事后伪造假存折并把 300 万元
更改为 250 万元，然后把 50 万元用于赌博，全
部输光。
（南国早报）
法治滨海律师团：庞某的行为已构成职务
侵占罪。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
单位的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将本单位财物
非法占为己有，
数额较大的行为。国有公司、
企
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
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
司、
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
行为的，
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
第三百八十
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单
位的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
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
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时报记者 田敏

港西、海滨司法所
举办公共法律服务座谈会
时报讯（记者 张玮）日前，
港西司法所、海
滨司法所举办海滨街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座谈
会，新区司法局机关干部，4 个签约律所的负
责同志以及 4 名居村工作人员代表参会。
会上，
司法所负责同志总结了前一阶段律
师固定法律服务接待日与网格间流动服务工
作的开展情况，通报了律师值班出勤率、律师
值班登记本填写情况、公共法律平台录入和手
机 APP 登陆情况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各签
约律所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了前一阶段各自律
所工作完成情况;村居代表也就今后如何配合
律师开展好公共法律服务活动进行了发言。
新区司法局主要领导强调，
公共法律服务
体系建设是天津市重点民心工程，
也是创建文
明城市的一项重要工作，各律师事务所、司法
所、居村要高度重视，共同协商、研讨，采取不
同的形式和方法为群众搞好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