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先生告诉记者，他所负责物业管理的

小区是精装修社区，每家每户的瓷砖、地板

在入住前都已经装修完毕。国庆节期间，业

主梁叔叔家卫生间有几块瓷砖脱落，他随即

到物业“报修”，当时物业值班人员告知老

人，瓷砖不在物业维修范围内，并且该房屋

装修问题保修期已过，不能给免费维修。梁

叔叔非常气愤，他坚决表示是物业在推卸责

任，随即在小区业主群公开说了这件事，还

在语音中辱骂物业公司主管田先生。

田先生了解情况后得知，原来梁叔叔的

邻居在入住后不久曾找开发商修理过瓷砖，

当时就是物业公司帮忙联系维修的。这次，

梁叔叔家瓷砖脱落，他认为物业有义务尽快

为自己维修。田先生便将物业管理的范围

和开发商房屋各设施质保期限一一解释给

梁叔叔。田先生称，该小区房屋装修保修期

限的约定为两年，而小区业主已经入住四

年，梁叔叔家的瓷砖已经过了保修期，开发

商不给维修是合情合理的，而物业公司也无

法给他联系解决此事。田先生表示，可以在

国庆节后帮助梁叔叔找维修工人，没想到梁

叔叔仍然不理解，还继续在业主群指责物业

公司推卸责任，并再次辱骂田先生。田先生

很气愤，希望梁叔叔能够公开向自己道歉。

热点事件

装修房子不能动承重
墙，这是一般人都明白的
道理，然而偏偏有人铤而
走险，最近浙江台州一位

“任性”业主竟然敲掉了五
面承重墙，他也因此被刑
事拘留。 时报记者 张玮

瓷砖脱落不给修 业主群里骂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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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在一家物业公司做管理工作的
田先生致电本报法治热线称，自己在国庆
节期间被业主辱骂了，他认为业主冤枉了
物业，因此想得到对方的公开道歉。

时报记者 张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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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车被无辜打伤
公交公司是否担责?

网友苏某：前几天，我外出乘坐公交车期

间，因车内拥挤，有两人发生纠纷，从吵架拌嘴

演变成了肢体冲突。我正好站在他们附近，于

是请求公交司机出面调解，但司机不吭声，导

致我被无辜打伤脸。后在车内其他人的劝说

下，打架的两个人才就此作罢。事后打架的两

个乘客也没有对我做出赔偿。请问这样的情

况下，我能否要求公交公司承担责任？

说法：该事件中包含有两个法律关系，一

是苏某与打架的两个乘客之间的纠纷，另一个

是苏某与公交公司之间的纠纷。如果苏某受

伤达不到轻伤的标准，那么，第一个法律关系是

治安纠纷，第二个则是运输合同纠纷。治安纠

纷由公安机关负责处理，苏某只需进行配合即

可；运输合同纠纷则需要苏某亲自处理。苏某

从踏上公交车起，就与公交公司构成了运输合

同关系。我国《合同法》第290条规定：“承运人

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

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第302条规定：“承运人

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

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

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

外。前款规定适用于按照规定免票、持优待票

或者经承运人许可搭乘的无票旅客。”苏某受伤

发生在营运过程中，公交公司应对她的受伤承

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时报记者 张玮

2016年4月，市民刘某应聘到一家物业公

司工作。上个月，公司部门经理突然通知刘某，

公司不再续聘刘某。经再三追问，经理说是因

为有业主反映，刘某之前有过刑事犯罪经历，业

主不同意刘某为他们服务。刘某认为，他的刑

事犯罪已处理过了，应聘时也向公司如实说明，

现在公司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不合法。

解答：首先，刘某所在的公司这样做是不对

的。虽然刘某有过犯罪经历，但他已经受到相关处

罚，并且刘某在应聘时也向公司讲明了情况，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刑满释

放人员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所以，刘

某享有相应的劳动权利。如果单位仅仅因为刘某

有过犯罪经历就提出解除合同，单位的作为是不妥

的，刘某可以依法维护其权利。 时报记者 田敏

司法部人民调解大讲堂
视频培训第十三讲开课

质量不合格拒收房
是否该交物业费？

拆了5面承重墙
法眼看新闻

什么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物业工作人员能否要求业主公开道歉？

房屋保修期是如何规定的？

因有犯罪经历就可被解雇？

“任性”业主被刑拘

时报讯（记者 张玮）日前，司法部举办人

民调解大讲堂视频培训第十三讲，由全国人民

调解专家、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医患纠纷人民

调解委员会主任林庆元授课。新区司法局设立

二级分课堂，机关相关工作人员、各司法所所长

及部分专职人民调解员代表共40余人参加。

在授课中，林庆元分别从如何练好“调”的

基本功、掌握“解”的硬本领及守住“第一道防

线”等方面讲解了对调解工作的认识和体会。

尤其是结合调解的典型案例，介绍了他总结提

炼的“12345”工作方法和调解 33 招。新区广

大人民调解员一致表示聆听授课内容后深受

启发，增强了做好人民调解工作的信心，提高

了工作技巧和能力水平，收到了良好效果。

曹律师解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第二章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

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

害。”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公然侮辱他人或

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处五日以下拘留

或者伍佰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

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以伍百元以下

罚款。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微信群

是人们用于沟通交流的社交平台，用户应

当切记谨慎发言，使用文明语言进行沟通

交流，即便出现物业纠纷等问题也应该遵

守道德规范，不能突破法律的底线，避免

对他人的名誉造成侵害。梁叔叔利用业

主群多次辱骂物业公司的管理人员田先

生，其行为已触犯法律，他应该停止侵害，

而田先生也有权要求梁叔叔公开道歉。

天津浩悟律师事务所的曹志平律师

说，《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

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对所售商品

房承担质量保修责任。当事人应当在合

同中就保修范围、保修期限、保修责任等

内容做出约定。保修期从交付之日起计

算。关于保修期的长短，《商品房销售管

理办法》中明确：“商品住宅的保修期限

不得低于建设工程承包单位向建设单位

出具的质量保修书约定保修期的存续

期；存续期少于《规定》中确定的最低保

修期限的，保修期不得低于《规定》中确

定的最低保修期限。”因此房地产商对购

房人负有保修责任，但实际真正承担保

修工作的是建设工程承包单位，保修期

是以建设工程承包单位对房地产商承诺

的时间为基础的。

依据国务院的《建筑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在正常使用条件

下，建设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基础

设施工程、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

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

程的合理使用年限（注：该年限可能会

达到楼宇的使用年限）；屋面防水工程、

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

防渗漏，为 5 年；供热与供冷系统，为 2

个采暖期、供冷期；电气管线、给排水管

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为2年；其他

项目的保修期限由发包方与承包方约

定；建设工程的保修期，自竣工验收合

格之日起计算。因此，“建设工程的保

修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的

说法更为准确。即使房地产商和购房

人约定保修期从交付使用日起算，他们

很可能会减去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到交

付之间的时间，买尾房或现房的购房

人，收房时一定要注意保修期的时限，

避免错过保修时间。

另外，根据《房地产法》的规定，房地

产开发企业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时，

向购买人提供《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

宅使用说明书》。前者即是商品房质量

责任的法律文件，应当列明工程质量监

督单位核验的质量等级、保修范围、保修

期限和保修单位等内容。住宅保修期从

开发商将竣工验收的住宅交付使用之日

起计算。购买整栋商品房的，其地基基

础和主体结构在合理使用寿命年限内承

担保修。正常使用情况下各部位、部件

保修内容与保修期是：屋面防水3年;墙

面、厨房和卫生间地面、地下室、管道渗

漏1年;墙面、顶棚抹灰层脱落1年;地面

空鼓开裂、大面积起砂1年;门窗翘裂、五

金件损坏及卫生洁具1年;管道堵塞2个

月;灯具、电器开关6个月;供热供冷系统

和设备的保修期为一个采暖期或供冷

期;其他部位、部件的保修期限，由供需

双方自行约定。如果梁叔叔和开发商已

经对瓷砖的保修约定为两年，那么两年

后开发商也就没有义务继续为梁叔叔提

供免费的维修，而业主家瓷砖脱落并非

物业公司管理范围，梁叔叔因此要求物

业公司解决问题是没有道理的。

张先生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合同约定

2018年6月交付，但收房时他发现房屋不

合格，就没有收房，要求开发商必须整改

合格后才收房。现在，物业公司通知，要

张先生缴纳2019年1月以来的物业费。

张先生质疑房子不合格没收房，也没入

住，怎么要缴纳物业费？物业答复说，因

为其他业主都已经装修了，并且开发商通

知张先生收房却不收是他自己的问题。

为此双方产生了争执。 （南国早报）
法治滨海律师团：据张先生所说的

情况，还不能直接确定物业公司的说法是

否合理。是否应当缴纳物业费，要明确几

个问题：一是房屋是否交付。二是开发商

通知收房业主不接收的责任在谁。根据

张先生反映的情况，他是因为房屋存在质

量问题所以不接收，如果该房屋确实存在

质量问题，达不到交付条件，即使开发商

通知业主收房，也可以拒绝，那就是房屋

没有实际交付给业主。那么，业主不用缴

纳物业费。如果房屋经过有关部门的验

收达到了合格条件，开发商通知业主办理

房屋交付手续，但由于业主自己的原因不

去办理，按照购房合同的约定条件，达到

视为业主接收房屋的，应当视为业主已经

接收了物业，那么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缴纳

相关的费用。 时报记者 田敏

潘玉华律师说，根据刑法分则第二章

以及《刑法修正案（三）》《刑法修正案（6）》

《刑法修正案（8）》的规定，危害公共安全罪

共有四十七个罪名。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包
括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

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失火罪；

过失决水罪；过失爆炸罪；过失投放危险物

质罪；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破坏特定设施、设备的犯罪：包括破坏

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破坏电力设

备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破坏广播电视

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过失损坏交通工具

罪；过失损坏交通设施罪；过失损坏电力设

备罪；过失损坏易燃易爆设备罪；过失损坏

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

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犯罪：包括组

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资助恐怖

活动罪；劫持航空器罪；劫持船只、汽车罪；

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

以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为对

象的犯罪：包括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

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非法制造、

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非法制造、销

售枪支罪；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

危险物质罪；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

物质罪；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非法

出租、出借枪支罪；丢失枪支不报罪；非法

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

公共安全罪。

过失造成重大责任事故的犯罪：包括

重大飞行事故罪；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交

通肇事罪；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

事故罪；危险物品肇事罪；工程重大安全事

故罪；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消防责任

事故罪；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大型群众

性活动重大安全事故罪；强令违章冒险作

业罪；危险驾驶罪。

在此也要提醒广大市民，对于砖混结构

的房屋要翻新装修，都不宜乱拆墙体。因为

大部分墙体都有可能是承重墙，如果乱拆墙

导致拆成危房，那就真是害人害己了。

8月30日下午，台州温岭

城西派出所接到举报说，城西

街道川城小区某幢某单元202

室住户在装修时拆了5面承重

墙。据了解，房子系周某二手

购买，原先只是简易装修。由

于只有90平方米，想着要扩大

些空间，周某就把屋内所有的

承重墙都拆了。周某交代，

拆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个

是承重墙结构，在不确定的

情况下，周某随便找了几个

也可以说是不专业的施工队

伍，就把这个墙敲了。确认情

况后，相关部门立即叫来维修

人员，对周某家拆除的承重墙

进行了加固修复。

台州温岭城西派出所办

案民警说，当时墙拆掉了以

后，城西街道包括市里，对大

概17户住户进行了紧急的转

移安置，并责令周某把墙砌

回去。他们已经委托相关鉴

定 机 构 对 整 栋 房 子 进 行 鉴

定。目前，周某因涉嫌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

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也在进

一步调查中。

（台州文化生活频道）

天津满华律师事务所潘玉华律师说，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我国1997年

修改后《刑法》第114条、第115条规定的一

个具体罪名，该罪名是一种社会危害性严

重的犯罪。根据《刑法》规定，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使用与放火、决水、

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危险性相当的其他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这是我

国刑法分则十大类犯罪中危害公共安全类

罪中的一个具体罪名，它与放火罪、爆炸

罪、决水罪、投放危险物质罪罪名相并列，

具有同质性、危害性、相当性。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犯本罪致人重

伤、死亡或者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危害公共安全罪包括哪些类型？

市民来电

质量有问题，拒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