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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一名26岁的女教师余某某无
故失联，后在社会各界人士与警方的帮助
下被找到。然而事后，其家属面对社会公
众的疑问露出私事不便透露的姿态，让大
众认为其对社会公众缺乏最基本的尊重
与真诚。余某某及其亲友是否有义务向
社会公众说明事情真相？应如何避免此
类失联事件的发生？ 时报记者 张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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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保险已经成为
很多家庭的重要财产，但
当事人离婚时，很多人却
不知道该如何分割处理这
笔财产。其实不同类型的
保险及不同投保方式，决
定了保险财产分割时的属
性。本期值班热线，天津
满华律师事务所的潘玉华
律师根据市民来电，解读
相关法律问题。

时报记者 张玮

律师进社区

社区律师
雅苑社区 京师律师事务所 张 云 电话 18622076945

富阳里社区 瀚洋律师事务所（滨海）严冬晨 电话 13920825547

崇安里社区 海天律师事务所 李冬冬 电话 13502141710

碧海龙都社区 石金律师事务所 赵 楠 电话 13820084497

河华里社区 石金律师事务所 宋 姗 电话 18502279553

单位延长女工劳动时间
哪些情况下不受限制？
市民李女士：最近我所在公司业务非常

忙，国庆节假期，正好也是抢工的时候，所以公

司通知所有员工节日加班，我整整加了6天班。

据我所知，国家对女职工进行保护，请问在哪些

情况下延长女职工的工作时间不受限制？

说法：根据国家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用

人单位在正常情况下应当遵守有关劳动时间

的规定，不得安排女职工加班加点，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延长劳动时间不受限制：

在法定节日和公休假日内工作不能间断，必须

连续生产、运输或营业的；必须利用法定节日或

公休假日的停产期间进行设备检修、保养的；由

于生产设备、交通运输线路、公共设施等临时发

生故障，影响生产和公众利益，必须进行抢修

的；由于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或其他灾害，使人民

的安全健康和国家财产遭到严重威胁，需进行

抢修的；发生事故或其他原因，威胁劳动者生命

健康和财产安全，需要紧急处理的；为了完成国

防紧急生产任务，或者完成上级在国家计划外

安排的其他紧急生产任务，以及商业、供销企业

在旺季完成收购、运输、加工农副产品紧急任

务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女职工由于完成紧

急任务需要加班加点的，应安排同等时间的补

休。不能安排补休的，应当按照法定的标准支

付加班加点期间的工资。 时报记者 张玮

市民黄某今年80岁了，早些年他与李某

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当时全款支付给李

某，李某也实际交房给黄某。现黄某已在该房

子里居住多年，但一直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去年李某故意将该房子过户给其儿子小李，黄

某想知道他该怎么做？

解答：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

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的合同是无效合同。李某故意将该房产过户

至其儿子小李名下，属于我国法律规定的无效

情形，因此依然可认定小李不能取得争议商品

房的所有权。 时报记者 田敏

滨海新区司法局开展
“法律援助进工地”活动

失联女子被寻回 公众是否有权得知真相？新法速递

如何避免此类失联事件的发生？

二手房买多年未过户
竟遭原房主偷“转移”

立法禁止低头族为何再起争议

时报讯（记者 张玮）日前，新区司法局联

合区清欠办、区人社局、天津敬科律师事务所

来到中核港东新城2号地项目施工现场，组织

开展“法律援助进工地”活动，为农民工进行法

律体检。

其间，通过听取项目部相关负责人的情况

介绍，仔细查看劳动合同、工资支付情况、用工

管理台账等资料，发现存在劳动合同内容违

法、权责不清晰以及用现金发放工资等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律师对劳动合同的修改提出指

导建议，讲解了“五四一”工作法、总包负总责

的相关法规政策；同时，与农民工面对面地开

展法律知识宣传教育，重点对欠薪违法、依法

支付薪酬、合法讨薪等内容进行宣传讲解。此

次活动共30余人参加，检查劳动合同50余份，

发放法律援助手册100余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

处分法（草案）》10月8日在中国人大

网公布，面向社会征求意见。

今年 8 月，政务处分法草案首次

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10月8日全文公开的政务

处分法草案分为7章，包括总则，政务

处分种类和适用，违法行为及其适用

的处分，政务处分的程序，复审、复核、

申诉，法律责任和附则，共 66 条。中

国人大网同时公开了关于政务处分法

草案的说明。

根据草案说明，政务处分是对违

法公职人员的惩戒措施。监察法首次

提出政务处分概念，并以其代替“政纪

处分”，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行使

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制定政务处分

法，将监察法的原则规定具体化，把法

定对象全面纳入处分范围，使政务处

分匹配党纪处分、衔接刑事处罚，构筑

惩戒职务违法的严密法网，有利于实

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建设一支忠诚

干净担当的公职人员队伍。

草案明确了政务处分主体。规定

处分决定机关、单位包括任免机关、单

位和监察机关，并明确两类主体的作

用和责任；明确了党管干部，依法依

规，实事求是，民主集中制，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等5项政务处分原则。

草案规定了政务处分种类和适用

规则。设定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

级、撤职、开除6种政务处分。相应的

处分期间为：警告，六个月；记过，十二

个月；记大过，十八个月；降级、撤职，

二十四个月；受到开除处分的，自处分

决定生效之日起，解除其与单位的劳

动人事关系。

草案规定：“公务员以及参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

在受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职级和

级别；其中，受到记过、记大过、降级、

撤职处分的，不得晋升工资档次。受

到撤职处分的，按照规定降低职务、职

级和级别”“有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的

公职人员受到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

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的，应当依法给

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草案严格规范政务处分程序，对

处分主体的立案、调查、处分、宣布等

程序作了明确规定。考虑到有的公职

人员在任免、管理上的特殊性，草案规

定，对各级人大（政协）或者其常委会

选举或者任命的人员给予撤职、开除

政务处分的，先由人大（政协）或者其

常委会依法依章程罢免、撤销或者免

去其职务，再由处分决定机关、单位依

法作出处分决定。

为充分保障被处分人员的合法权

利，草案还设专章规定了复审、复核、

申诉途径。草案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2019年11月6日。 据新华社

对于“余某某失联真相是否有必要向

公众说明”的问题，唐律师认为要从公众的

社会知情权及余某某隐私权说起。作为

一个成年人，余某某的个人信息、私人活

动、私人空间等都属于自己的隐私，社会公

众无权干预也无权过问。但从余某某失

联五天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参与、帮助的角

度来看，失联事件已然上升到网络舆情的

高度，私人活动变为一个社会问题。在处

理余某某隐私权与社会公众知情权关系

时，可以从政治生活和公共利益、人格尊

严、权利协调等几个原则进行考虑：

首先，在我国，个人隐私权原则上受

法律保护，但在涉及政治生活与公共利益

时，应牺牲个人隐私权进行让位。其次，

为保证社会公众行使知情权，必要时公布

的信息可以涉及他人隐私的，但应注意保

护其人格尊严。再次，在隐私权与知情权

发生一般冲突时，应适当进行协调，如通

过较少内容、较小范围的隐私公开，以满

足知情权的需要。

唐律师认为，本次失联事件中不涉及

国家政治生活及社会公共利益，余某某的

隐私权不存在让位于政治生活和公共利益

的情形，让公众知悉余某某在甘肃省天水

市被找到即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

另外，有部分网友坚持要求公开失

联原因，称隐瞒真相伤害着无数热心的

网友。虽然，余某某被民警寻回与社会

公众的帮助密不可分，但是如应社会公

众要求公开失联真相会伤害余某某的人

格尊严，公开的范围及内容可到此为止，

避免公众过分夸大知情权范围以及利

用舆论压力侵犯余某某的隐私权。与

此同时，为避免对此事件的猜测以及谣

言的滋生，相关知情部门应对此事舆论

进行合理引导，预防和杜绝类似事件再

次发生。

据相关媒体报道，2019 年 9 月 16

日，成都一名26岁的女教师余某某无故

失联，其母亲表示女儿是在当日替学校

送材料到教育局的过程中失联，当晚进

入地铁站后就没了消息。之后，社会各

界人士积极参与转发余某某亲属发布的

寻人启示，警方全力以赴进行侦查。五

天后，余某某在甘肃省天水市被警方找

到。社会公众得知余某某平安的消息松

了一口气，但他们也迫切地想知道事情

的真相。对此，余某某家属拒绝谈细节，

并表示不希望被打扰，相关部门也未就

此事相关信息进行公开。对于余某某家

属前后态度的议论，一时间喧嚣尘上。

唐律师认为，失联原因主要有以下

几方面：一是安全意识不高，遇人、做事

缺乏安全因素考量；二是家庭责任意识

不高，做事不考虑亲属尤其是父母感受；

三是自我认知过高，自认为是成年人有

能力应对遭遇的一切。对此，家长可以

下几方面进行改变：从日常生活入手，加

强孩子安全意识教育；营造良好家庭氛

围，培养孩子责任意识；对孩子进行必要

的挫折教育，跳出自我思维误区。

余某某及其亲友是否有义务向社会公众说明事情真相?

市民来电

法眼看新闻

上班制止工友放音乐
被打伤是否算工伤？

上班播放音乐太响影响到他人工作，工

友去制止结果被刺伤，这能不能算工伤？市

民尹先生的一名朋友在厂里上班，一名工友

播放音乐声音很吵，影响了其他人的正常工

作。为此，尹先生的朋友与这名工友发生争

执，结果被捅伤。目前对方已被追究刑责。

但随后尹先生朋友与单位就他受伤是否算工

伤发生了争执。 （现代快报）
法治滨海律师团：该事件中，尹先生的这

名朋友如果是工厂管理者，应认定为工伤。

如果是一般员工就要视情况而定：要是厂里

规定上班期间不准播放音乐，劝解的工人被

捅伤，这就属于工伤；要是厂里没有这方面

规定，此事属于私人恩怨的话，那就不属于

工伤。 时报记者 田敏

近日，《嘉兴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获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其中规定：行人

通过路口或者横穿道路时浏览手持电子

设备，或者嬉闹的，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

五十元以下罚款。

这一规定再次引发了各方的争议，支

持者认为对“低头族”立法很有必要；而反

对者则认为，针对“低头族”的执法将面临

困境。

事实上，类似争议在一些地方的文明

促进条例出台或征求意见时经常会出现。

9月2日，《深圳经济特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草案修改稿）》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网站

上公开征求意见，规定地铁设立的优先车

厢，在高峰时段可以仅供残疾人、未成年

人、女性等有需要的人士乘坐。而谁来阻

止和怎样阻止进入优先车厢的成年男士，

就成了人们争议的焦点。

各地的文明促进条例之所以容易引

发争议，根本原因在于道德与法律之间的

落差。法律是底线的道德，道德则是人们

内心的法律。对于不道德行为可以进行

舆论谴责，而对于违法行为就必须进行刚

性的执法。文明促进条例意在以法律的

强制力倒逼社会道德文明的提升，也就是

说，不文明行为将不再仅是道德问题，还

将成为法律问题。而法律的生命在于执

行。所以，道德问题一旦上升为法律问题

就必须有执行。

如何执行文明促进条例，各地也进行了

自己尝试和探索。天津市的文明促进条例，

则似乎更多地依靠警察执法。在《天津市文

明行为促进条例》实施一个多月以后，有报

道数据显示天津市“公安部门就各类不文明

现象累计接警18296次，出动警力53300人

次，责令改正4209次，警告2188人次，收缴

各类违规犬、流浪犬225条”。

福建省厦门市落实文明促进条例则体

现了综合执法的精神，公安交警、行政执法、

卫计、旅游等相关部门都要积极落实文明促

进条例，推动执法走向常态化、长效化。

《南昌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则要求

加强党委政府领导，加强有关部门的执法

合作，“有关部门在执法中发现属于其他

部门负责查处的违法行为的，应及时告知

相关部门依法查处”。

广东省广州市为了确保文明促进条例

规定的“乱扔垃圾、不文明养犬等情节严重、

影响恶劣的不文明行为，未来将依法予以曝

光”顺利实行，还专门召开了立法听证会，通

过广泛的辩论凝聚立法共识。

各地的做法虽然各不相同，但根本目

标都是要确保文明促进条例立法不变成

一纸空文，不成为道德的宣教。

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结相合，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的基本

原则。各地出台的文明促进条例正是法

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

法治精神的体现，而如何保证法律能够得

到有效的执行，则需要实践经验的总结。

事实上，各地为落实文明促进条例所进行

的执行大胆尝试，恰恰就是实践的过程，

是推动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治理中共同发

挥作用的努力。

再回到前文嘉兴市的文明促进条例上

来，虽然禁止过马路时玩手机在执法中会

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麻烦，但法律的权

威和人们对法治的信仰终究会成为执法最

有力的保障。 据《法制日报》

保险合同判归为一方的财产权益
市民贾女士：我和丈夫婚后购

买了某保险公司推出的20年期的

分红型保险理财产品，投保人是我

自己。最近因为多种原因，我和丈

夫商议离婚，在现有财产的分割及

子女抚养问题上，已达成一致，唯

独在这款分红型保险理财产品的

分割上，我们存在分歧。请问这份

保单该怎么分割？

潘玉华律师表示，在购买理财

型保险产品时，一般都是以夫妻一

方名义作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

之后也以夫妻共同财产定期缴纳

保费，目的是将家庭财产达到增

值保值的效果，因此一般理财分

红保险的保单现金价值会认定为

夫妻共同财产，将保险合同仍判

归为一方的财产权益，该方当事

人可选择在离婚后继续履行交纳

保费义务或者将保单现金价值变

现，并由该方当事人给付保单现金

价值的一半给对方作为分割折

价。也就是说，贾女士以自己的名

义投保的，最好是由她继续交纳后

面的保费，并且继续持有这份理财

保险，以便保单能继续发挥理财增

值的功能。对于其丈夫而言，她可

以将保单现金价值的一半折价给

他，或者从她应分得的财产中分出

保单现金价值的一半财产给他。

市民霍先生：两年前，我用夫

妻共同财产为自己购买了一份储

蓄型人寿保险，大概价值10万元

左右。最近我和妻子打算离婚，

妻子提出不再继续投保，想现在

就平分这份保险，请问该如何分？

潘律师解释说，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

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

干具体意见》第二条第五项的规

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

方或双方取得的债权属于夫妻

共同财产。也就是说，在婚姻存

续期间，一方以夫妻共同财产购

买的储蓄型人寿保险，在离婚时

其保险单现金价值应当作为夫

妻共同财产依法进行分割。如

果霍先生的妻子不愿意继续投

保，可以根据《保险法》第十五条

的规定，向保险公司主张解除保

险合同，并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

值，退还后应按照夫妻共同财产

进行分割。如果霍先生的妻子愿

意继续投保，由于保险合同未解

除，不能退回保险价值，但因该保

险单现金价值在离婚时是可以确

定的，则其妻子应当将保险单现

金价值的一半分给霍先生。

市民牛女士：两年前，我遭遇

了一场车祸，伤愈后给自己买了一

份人身意外伤害险，将丈夫作为指

定受益人。由于婚后多年没有生

育，我和丈夫最终决定离婚。我们

对于这份人身意外伤害险如何分

割产生了重大分歧。请问离婚时，

这份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怎么分割？

潘律师说，一般这样的情况下

可以选择退保后分割现金，其不足

之处是保险公司会扣除一部分费

用，对于牛女士夫妻双方都是个损

失，因此是否退保，双方要想清

楚。另外，如果夫妻一方愿意继

续保留自己的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可变更投保人，转让保单给被

保险人。根据《保险法》的规定，

投保人必须和被保险人之间有保

险利益，由于夫妻离婚后身份关

系的消失，使得保险利益不存在，

夫妻离婚后不能再为对方投保，

双方可以共同到保险公司变更投

保人，把保险单转让给被保险的

一方。转让后，被保险人将人身

保险现金价值的50%支付给另外

一方。如果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

夫妻中的同一人的，双方不需要

到保险公司变更投保人，但是一

方有权要求另外一方将保单现金

价值的50%补给自己或者在其他

财产的分割过程中拿回相当于保

单现金价值50%份额的财产。

潘律师说，很多人都认为既然

是人身保险就应该是谁投保在离

婚时就归属谁，其实这样的理解是

有误区的，根据投保人与被保险人

是否一致，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一、夫妻一方为投保人，另

一方为被保险人的保单，离婚时

有两种处理方式：（一）退保。双

方办理退保手续，退还的保险价

值双方平方即可。（二）变更投保

人，转让保单给被保险人。

二、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同为

夫妻一方的保单，离婚并不影响保

险合同的继续履行。（一）退保。夫

妻双方达成协议并由投保人作了

退保处理，则退保获得的保险费或

者现金价值，按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处理即可。（二）继续履行合同。

三、夫妻一方为投保人，子

女为被保险人的保单，应分两种

情况进行讨论：

一是死亡保险，即子女死亡

后，受益人可以获得保险赔偿金的

一种保险。离婚诉讼中，获得子女

抚养权的一方对子女负有直接抚

养、教育的义务，而另一方仅享有抽

象的监护权，主要负有支付抚养费

的义务及享有探视权。从保险利

益角度，对于不退保的保单，可以由

获得子女抚养权的一方将保单现

金价值的50％补偿给对方，将受益

人变更为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

二是生存保险，即子女存活

到一定的年数，子女将获得一定

数额的保险金。保险合同以子女

为受益人的，夫妻离婚后，作为投

保的一方提出解除合同，对方提

出继续交纳保险费维持合同效力

的要求，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值班律师：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
唐立明专职律师

电话：15910342484

当事人失联，学校是否担责？

余某某的亲友在发布的《寻人启

事》中提及女儿是在替学校送材料到教

育局的过程中失联，但此举是否有意将

学校及教育局归为责任方也未可知。

唐律师认为，学校作为用人单位虽然对

员工余某某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这种

义务仅为一定范围内的注意义务。在

本事件中，余某某属因公外出，已超出

学校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之合理范围，余

某某个人应注重保护自身人身及财产

安全。因此，对于余某某的失联，在未

查实存在学校、教育局或其他第三方对

余某某实施侵权行为时，学校、教育局

无须承担任何责任。

另外，根据媒体报道信息，亲友称

余某某和家里关系很好，不存在吵架

离家出走情形，同时亲友还否认了余

某某有精神方面的疾病，那么余某某

作为一名成年人应为自己的失联行为

负责。

离婚分割保险 类型不同分法各异
理财型保险

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依法进行分割
储蓄型寿险

可变更投保人或转让保单给被保险人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视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是否一致而定

人身保险

政务处分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拟设定 6 种政务处分种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