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这几天，朋友圈被“给我一面国旗@微信官方”刷屏了。给自己的头像加国
旗合适吗？这么使用国旗是否违法？昨天，在欣雅苑社区举办的《国旗法》宣传教育
讲座中，一些居民对此提出疑问。临近国庆节，关于国旗使用规定还有哪些，天津浩
悟律师事务所的曹志平律师为大家解读相关法律问题。 记者 张玮 摄影报道

微信头像加国旗标志违法吗？

微信头像加国旗违法吗？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助力新区

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北塘街道欣雅苑社区

昨天上午在党员活动室开展了《国旗法》宣

传教育讲座。社区普法工作者为居民普及

了国旗的基本知识,并详细解读了《国旗法》

的法律条文。在普法宣传过程中，也有不

少居民针对目前涉及国旗使用的问题提出

疑问，这其中就有最近几天大家热议的“给

我一面国旗@微信官方”是否违法的问题。

曹律师解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每个公

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和爱护国旗。第十

八条规定，国旗及其图案不得用作商标和

广告，不得用于私人丧事活动，但其中没有

明确规定国旗图案不能作为自然人在社交

平台上的头像。也就是说，一般市民的微

信头像不是用于广告宣传，这种国旗头像

的使用方式明显是大家从内心表达的爱国

之情，是对于祖国和国旗的尊重和爱护范

围，那么这类行为是不违法的。另外，市民

在微信头像使用“小国旗”时，还要注意微

信头像和微信账号本身除了广告宣传外是

否含有不合法的、侮辱性等内容，如果将国

旗图案贴在带有侮辱性图片及文字上时，

那么就涉嫌违法了。

根据《国旗法》规定，在公共场合故意以

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情节较轻的，参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处罚

规定，由公安机关处以十五日以下拘留。

如何挂国旗才规范？

在讲座中，市民张先生提到，马上就

到国庆节了，现在很多单位甚至居民自己

家都会悬挂国旗，而且大家挂国旗的方式

很多，横着、竖着都有，如何挂国旗才规范

呢？到底哪些单位必须挂国旗？

曹律师说，《国旗法》中并没有规定

国旗只能横挂，只是规定“不要随意交叉

悬挂或竖挂，更不得倒挂。有必要竖挂

或者使用国旗反面时，必须按照有关国

家的规定办理。不得升挂破损、污损、褪

色或者不合规格的国旗。”该法第十五条

明确，升挂国旗，应当将国旗置于显著的

位置。列队举持国旗和其他旗帜行进

时，国旗应当在其他旗帜之前。国旗与

其他旗帜同时升挂时，应当将国旗置于

中心、较高或者突出的位置。在外事活

动中同时升挂两个以上国家的国旗时，

应当按照外交部的规定或者国际惯例

升挂。

哪些地方必须悬挂国旗？

根据《国旗法》的规定，下列场所或者

机构所在地，应当每日升挂国旗:（一）北

京天安门广场、新华门；（二）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

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三）外

交部；（四）出境入境的机场、港口、火车站

和其他边境口岸，边防海防哨所。国务院

各部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各级委员会，应

当在工作日升挂国旗。全日制学校，除寒

假、暑假和星期日外，应当每日升挂国旗。

另外该法规定，国庆节、国际劳动节、

元旦和春节，各级国家机关和各人民团体

应当升挂国旗；企业事业组织，村民委员

会、居民委员会，城镇居民院（楼）以及广

场、公园等公共活动场所，有条件的可以

升挂国旗。不以春节为传统节日的少数

民族地区，春节是否升挂国旗，由民族自

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规定。民族自治地方

在民族自治地方成立纪念日和主要传统

民族节日，可以升挂国旗。举行重大庆

祝、纪念活动，大型文化、体育活动，大型

展览会，可以升挂国旗。

政务服务智能化 营商环境更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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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
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刚刚开始实施的《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也
要求我市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其中对“政务环境”进行了明确而又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也将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天津满华律师事务所的潘玉华律师针对政务环境规定进行解读。 时报记者 张玮

律师进社区

朋友借账号汇款
算入股公司吗？

社区律师
胡家园街佳顺苑 敬科律师事务所 韩 霜 电话 13920790734

胡家园街中心桥村 涧联律师事务所 翟雪梅 电话 15822271100

远洋滨尚社区 瀚阳（滨海） 王建斌 电话 13032232837

前进里社区 律云律师事务所 李 攀 电话 13820037964

五十间房村 涧联律师事务所 张妙琳 电话 13212261919

房东不履行维修房屋义务
承租人该如何主张权利？

在某企业工作的李晓静和两个同事租了一

套二室一厅住房。然而入住还不到一个月，李

晓静和室友就发现房顶出现了渗水情况。随即

他们要求房东出面修补房屋，然而房东再三找

理由推卸责任，不愿进行维修。作为承租人，李

晓静和室友不知道该如何主张自己的权利。

说法：维修租赁房屋的义务是指在租赁房

屋由于不可归责于承租人的原因出现不符合

约定的使用状态时，出租人须对房屋进行修理

维护，以保证承租人能够正常使用的法定义

务。根据《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的规定，除非租赁合同当事人之间有特别约

定，承租人在租赁房屋需要维修时可以要求出

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如果出租人拒绝或

者不能在合理期限内维修的，承租人可以通过

以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1）承租人自

行对租赁房屋进行维修，由此支出的费用由出

租人负担；（2）因维修租赁房屋影响承租人使

用的，承租人有权拒绝交付部分租金或者要求

延长租期；（3）由于出租人拒绝维修或者不能

在合理期限内维修，造成承租人无法正常使用

的，承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时报记者 张玮

“
服务型政府建设

《条例》第九条有关服务型

政府建设的规定，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转变

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能，推行

行政许可事项和证明事项告知

承诺制，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智

能化便利化，为市场主体提供高

效、规范、便捷的政务服务。

解读：潘律师解释说，全国

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

境电视电话会议提出，市场化

就要破除不合理体制机制障

碍，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

创造力。法治化就要做到规则

公开透明、监管公平公正、依法

保护各类所有制企业合法权

益。国际化就要持续扩大开

放，加强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

对接，促进提高国际竞争力。

政府管理和服务要行“简约”之

道，程序、要件等都要删繁就

简、便民利企。《条例》的出台旨

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破除不

合理体制机制障碍，更大地激

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深

化“一制三化”改革。弱化审

批、优化监管、做好服务，推行

“宽进、快办、严管、便民、公开”

的政务服务模式，为企业和群

众提供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切实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

力，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促进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着力

打造国际一流、全国最优营商

发展环境城市。

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智能化便利化

《条例》中明确，市和区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权力

清单和责任清单，将行使的各

项行政职权及其依据、行使主

体、运行流程、对应责任等，以

清单形式向社会公布，接受社

会监督。该规定通过建立权力

清单和相应责任清单制度，进

一步明确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

门职责权限，明确责任事项、责

任主体、责任方式，并且接受社

会监督。

解读：潘律师说，根据《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

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要

求，推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

面清单制度，将市和区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行使的各项行政职权

及其依据、行使主体、运行流程、

对应的责任等，以清单形式明确

列示出来，向社会公布，并建立

权力清单的动态调整和长效管

理机制。《条例》的出台旨在落实

《指导意见》，推动政府简政放

权，加快形成边界清晰、分工合

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依法保

障的政府职能体系和科学有效

的权力监督、制约、协调机制，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条例》中规定，各级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涉及市场

主体的创新创业、人才、产业等

政策，应当依法公开，及时落

实，并为市场主体提供解读、咨

询服务。

解读：潘律师说，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令第 492 号）的规

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

公开政府信息，以保障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

息的权利，提高政府工作的透

明度。根据《天津市承诺制标

准化智能化便利化审批制度改

革实施方案》（津党办发〔2018〕

28号）的规定，各级政府通过网

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

播、电视等形式，将目录清单、

办理类别、法定依据、申请条

件、材料信息、办理程序、办理

时限、收费标准等，以及可实行

“承诺办、马上办、网上办、就近

办、一次办、无人办”等事项公

开，在全市统一的政务服务平

台上公示。

《条例》通过“政策一点通”

平台和部门网站及时向社会公

布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与政

务服务事项相关的法律、法规、

规章、政策文件等，及时为市场

主体提供解读、咨询服务，防止

出现惠企政策被原有规定堵

住、卡壳等现象，提高政策可行

性，并且接受社会对政策落实

落地情况的监督。

建立权责清单

政策透明度 涉及市场主体的政策应当依法公开

向社会公布 接受社会监督

《条例》规定，市和区人民政

府应当设立统一的政务服务中

心，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

当设立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实行

政务服务事项综合受理、集中办

理、现场服务、限时服务，为自然

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就近办理

政务服务事项提供便利。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在社区

（村）设立便民服务站点提供延伸

服务。市人民政府建立政务一网

通平台，实行跨区域、跨部门政务

数据共享，利用互联网端、移动终

端、自助终端等智能化办事渠道，

推动实现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上

办理，并与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办

理融合互通。涉及国家秘密或者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解读：潘律师解释说，根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

民化的指导意见〉》（厅字〔2018〕

22 号）中全面推行审批服务“马

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积极推行“网上办”的规定。《天津

市承诺制标准化智能化便利化审

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津党办发

〔2018〕28号）中规定，推行“网上

办”，建成并开通“天津网上办事大

厅”，全市各级行政许可和公共服

务事项都要“应上尽上、全程在

线”，实行“单点登录、一口办理”，

“分类引导、一网通办”。《条例》的

规定旨在完善市、区综合性政务服

务大厅，整合各级各类面向企业群

众的服务场所，按照市、区二级，每

级原则上只保留一个政务服务中

心的要求，推动各类事项进驻中心

集中办理，实现政务服务“只进一

扇门”，并向街道（乡镇）、社区（村）

延伸。面向个人的事项“就近办”，

推动基于互联网、自助终端、移动

终端的政务服务入口全面向基层

延伸，打造基层“一站式”综合便民

服务平台，实现就近能办、多点可

办、少跑快办。

《条例》规定，本市依法取

消、下放、合并政务服务事项；依

法取消没有法律、法规和国家相

关规定依据的证明材料；根据改

革实践需要，依法相对集中行使

行政许可权，完善相对集中实施

行政许可相关制度。

解读：潘律师说，该规定就是

要求企业和群众办事提交的申请

材料、各类证明必须于法有据，凡

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

凡能够通过个人持有的有效证件

证明的一律取消；虽有法律法规

依据，但申请人在实际办理过程

中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得，且行

政机关可以通过强化事中事后监

管的一律取消；凡属出具单位依

法需要通过调查核实出具且无法

实现的一律取消；凡属行政机关

内部产生且可以通过内部共享、

相互印证、相互提供的，不得要求

申请人提供；凡一个部门的办理

结果可以作为另一个部门办理申

请材料的，可通过上一个部门向

下一个部门出函的形式实现；凡

由中介机构提供的申请材料，鼓

励各级行政机关直接委托有关中

介机构按照规范要求和格式提

供。深化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

革，健全我市“审管分离”行政体

制，推进市垂直管理区级部门行

政许可事项向区行政审批局划

转，区级行政许可实现原则上全

部由区行政审批局实施。

凡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材料证明一律取消

就近办、一次办 实现政务服务“只进一扇门”

市民龙某有一个朋友要购买大型机器设

备，厂家要求通过对公账户汇款，朋友就先汇款

到龙某公司，然后借用龙某公司账号汇款给厂

家。后龙某的朋友说，他投资入股了龙某的公

司，要求龙某给他公司股份，他的要求合理吗？

解答：是否是一个公司的股东，要看他是否履

行了股东义务。履行股东义务有三种途径：第一，在

公司设立的时候出资认购股份；第二，在公司成立

以后增资扩股时出资认购股份；第三，在公司股东

转让股权时受让股权并出资。第一和第二种形式

的出资，要有双方的股份认购协议书，第三种形式

的出资，要有股权转让协议书。如果龙某的朋友

给龙某公司汇款的目的不是对公司股份的认购出

资，而是借用龙某公司账号购买机器设备，根据我

国《公司法》的规定，龙某朋友不能成为龙某公司的

股东，龙某无需给他公司股份。 时报记者 田敏

减事项减材料

5种情形将被列入
会计人员黑名单

李先生家的房子拆迁了，妻子也分得拆迁

房的部分份额。几月前，李先生的妻子因病去

世，随后李先生的丈母娘提出要继承去世女儿

拆迁房的一部分产权份额。不仅如此，丈母娘

还要求得到女儿从李先生父亲那儿继承到的

部分遗产。李先生不乐意，因为这笔存款是父

亲三年前去世后，家中兄弟姐妹协商一致，出

售父亲房屋后分得的房款，可以说是父亲留给

他的遗产。 （浙江法制报）
法治滨海律师团：从法律角度来说，丈母

娘确实有权继承这些遗产。《继承法》规定，继

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

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

按照协议办理。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

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

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

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

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

承。如果李先生的妻子没有立下遗嘱或者遗

赠协议的，其死亡后财产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李先生的丈母娘有权继承女儿的财产中相应

的份额，有权获得房款的一部分。同时，《婚姻

法》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继

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在李

先生与妻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妻子获得的

李先生父亲的房款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此，

李先生妻子在死亡后，其份额应当按照遗产由

法定继承人即李先生的丈母娘以及其他继承

人按份继承。 时报记者 田敏

丈母娘分亲家遗产合理吗？

法眼看新闻

时报讯（记者 张玮）日前，中塘司法所联

合镇综治办、安监办、党政服务中心等相关部

门，在正兴里菜市场对面开展主题为“网络安

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的普法宣传活动。

活动中，司法所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向村民

认真讲解什么是“七五”普法，详细解读了《网络

安全法》相关法律法规，向群众宣传网络安全知

识、如何保护个人信息等安全常识，教育引导群

众增强网络安全意识，主动参与网络法治共建，

共同维护网络社会安全。本次活动共悬挂横幅

10余条，摆放展牌20余块，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900余份，进一步普及了“七五普法”的重要意

义，提高了村民网络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为营

造国庆期间良好的法治氛围起到了推动作用。

中塘司法所向村民
宣传网络安全知识

财政部近日印发《严重违法失信会计

人员黑名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5种

情形拟被列入会计人员黑名单，包括提供

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等。

根据征求意见稿，5 种情形将被列入

会计人员黑名单，包括提供虚假财务会计

报告；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

虚假财务会计报告；隐匿或故意销毁依法

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

报告；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

及其他人员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

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或者隐匿、故意

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

财务会计报告；贪污，挪用公款，职务侵占

等与会计职务有关的违法行为。至于黑名

单的有效期，征求意见稿提出，因上述违法

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列入会计人员黑名

单的有效期为5年，自行政处罚生效之日

起计算；受到刑事处罚的，列入会计人员黑

名单的有效期为永久。 据法制网

据报道，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有户

人家共11人，短短15天时间先后结婚、

离婚高达23次。而他们之间关系说起

来都是亲戚，小叔子和嫂子结婚离婚，

又和嫂子的妹妹结婚离婚，甚至还有和

亲家母结婚又离婚……支配这种婚姻

神操作的背后原因，是城中村改造，这

一家子想通过结婚、离婚得到更多的利

益。如今这一家人因涉嫌诈骗罪，4人

被刑事拘留，7人被取保候审。

近年来，“假离婚”“假结婚”现象日

益突出，有的是为了在拆迁中获得更多

利益，有的是为了得到更多购房指标，

有的是为了避税，有的是为了一纸户

口。在这里，婚姻无异于利益交换的筹

码。虽然也有不少人因为这种轻率行

为而付出沉重代价，但是依然有人对此

趋之若鹜，以为找到了一条便捷的生财

之道。

“假离婚”“假结婚”看似轻松，但事

实上有很大的法律风险。

首先是可能弄假成真。因为在法

律上根本没有“假离婚”“假结婚”一说，

只要是经过民政部门登记的结婚、离婚

行为都是真的，都会产生相应的法律效

力，而且权利义务关系也会随之改变。

所以，假的经过法律确认就会变成真

的，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其次是有关协议不受法律保护。

因为“假离婚”“假结婚”都有目的，所以

很多人在办理手续之前，会自以为聪明

地与对方签一个协议，以确保不会弄假

成真。然而，合同也好，协议也罢，其受

法律保护的前提是必须合法。“假离婚”

“假结婚”本身不合法，违法的协议无

效。因此，一旦双方发生纠纷，协议就是

一纸空文，什么用也没有。

最后是可能涉嫌诈骗。就像本文

开头这一家11口人，拿婚姻当儿戏，结

婚、离婚一通神操作，让办案的民警们

都叹为观止，禁不住感叹“连剧本都不

敢这么写！”这就过分了，诈骗拆迁款的

目的太明目张胆，不追究法律责任，有

失法律的尊严。

“假离婚”“假结婚”看似是对婚姻

的不尊重，实际上是对法律的亵渎，因

为每一起婚姻背后都有一系列复杂的

法律关系。根据婚姻法，法律保护婚姻

家庭，同时也为家庭成员设定了权利义

务，只有家庭成员才能享受相关的权

利，同时也要承担义务。法律的严肃性

决定了婚姻的严肃性。

“假离婚”“假结婚”神操作背后是不

能承受的法律后果之重。这个案子告诉我

们，引导民众尊重婚姻，杜绝“假离婚”“假结

婚”，也是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

建设的一部分。 据《法制日报》

婚姻“神操作”难以承受法律之重
□叶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