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构原价、捆绑销售、集赞骗局

避免“双十一”掉坑 要学会较真儿

母亲打伤女儿涉嫌家庭暴力
成年女性享婚姻自主权

市
民
来
电

“棍打”未婚女 亲妈被拘留

上初三的一鸣父母因为长期在外

地打工，没时间照顾他，所以让他在一

所寄宿学校就读。一鸣在学校里和一

群高年级的学生学会了玩游戏、赌博，

没钱了便在放学路上强行向一些低年

级学生要钱，从几块钱到几十元不等。

如果有学生不肯给，一鸣就掏出随身携

带的小刀威胁他们。后来有学生家长报

警，公安机关在接到举报后，把一鸣抓走

了。那么一鸣的行为到底该如何认定？

相关部门又该如何矫正他的行为？

律师建议

从司法实践的情况看，许多未成年人

最终走上犯罪道路，都是从有不良行为开

始的。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如果得不

到及时的教育和纠正，很容易从实施不

良行为逐步发展到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根据有关部门的调查统计，在查获的未

成年刑事作案成员中，很多在10-12岁

时即染有各种不良行为，13-14岁走上违

法犯罪道路，14-17岁出现违法犯罪的高

峰，18岁以后则往往成为违法犯罪的“主

力军”。因此，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工

作中从源头抓起是非常重要的，家庭、学

校及社会各方面有责任采取各种有效措

施，从预防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开始，遏制

未成年人犯罪的蔓延。

市民李先生今年8月份从公司辞职，公司

说李先生还有一些工作未交接清楚，不肯开具

离职证明给他。这样一来就导致李先生目前

无法到社保部门办理失业登记，申请领取失业

补助金。李先生想知道公司这样做合法吗？

解答：出具离职证明是用人单位的法定

义务。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用

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因此，劳动

者是否交接清楚并非用人单位出具离职证明

的前提条件。李先生的工作未交接清楚，不

能成为公司拒开离职证明的抗辩理由。李先

生可以到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也可以直接提

起劳动仲裁维权。 时报记者 田敏

日前，滨海新区司法局古林司
法所邀请街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法
律顾问刘庆艳律师在上古林小学
开展了“未成年人自我保护 预防
校园欺凌”法治讲堂宣讲活动。刘
律师根据近期热映的电影《少年的
你》视频讲解、法律知识问答等形
式，围绕“如何拒绝诱惑”“如何应
对陌生人叫门”“如何应对大孩子
的勒索”“如何处理同学之间的摩
擦”等问题展开宣讲。刘律师还结
合同学们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
分析，解读了未成年人的不良行
为、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承担的刑
事责任等具体法律问题，并叮嘱同
学们要积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善
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提高防范意识，提升自我保护
能力。 时报记者 张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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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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市民秦女士的老父亲去世了。老人

临终前留下一份遗书，遗书中提到了自己的财

产如何分配，将多半财产留给秦女士，将小部

分财产留给秦女士的哥哥，并写明了这样分配

的原因。看到父亲的遗书，秦女士和哥哥都没

有做出任何表示，但哥哥是否同意按照遗书上

所说的分配父亲遗产，秦女士也不太清楚。因

此想她知道父亲的遗书能否被认定为遗嘱？

说法：遗嘱是死者临终前对其死后各类事务

的处理和安排。根据《继承法意见》第40条的规

定，公民在遗书中涉及死后个人财产处分的内

容，确为死者真实意思的表示，有本人签名并注

明了年、月、日，又无相反证据的，可按自书遗嘱

对待。据此，遗书是否能按遗嘱对待，应当根据

具体的情况而定。遗书中处分个人财产必须符

合以下条件才有效：（1）死者真实意思的表示；

（2）遗书中有本人签名；（3）遗书中注明了年、月、

日；（4）没有其他相反的证据。如果遗书具备了以

上条件，则其可以当作遗嘱用。 时报记者 张玮

说事儿热线：13512463060

遗书能当遗嘱使用吗?

借车出事故 车主担责吗？

法眼看新闻

近日，詹某借了一辆500多万元的法拉利，

前一秒轰了下油门，后一秒就撞了两辆车。据

了解，詹某今年2月14日领取C1驾驶证，目前

尚在实习期，法拉利是向朋友借来的。此次事

故造成法拉利轿车损失近百万元，宝马轿车和

奇瑞轿车及灯柱损失共计3万余元。交警认定，

詹某因同车道行驶时，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

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 （江苏法制报）
法治滨海律师团：《侵权责任法》规定：因

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

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

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

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

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

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车

主有过错的情况下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根据

过错大小承担相应比例责任。哪些情况属于

“车主有过错”？1.明知晓借车人饮酒、吸毒，

还是将车借出的；2.明知道自己的车有故障却

还是将车借出的；3.将车辆借给没有驾照、驾

照吊销的人，或者自己的车不符合对方的准驾

车型。出借的车辆发生事故，如果不能证明车

主对损害的发生过错的，车主就不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时报记者 田敏

未交接清工作 拒开离职证明？

拍婚纱照 被流浪狗咬伤
前段时间，市民朱女士和丈夫在一家影楼

定制婚纱照并缴纳费用后，摄影师把他们带到

一处景点拍摄。因为看见附近有3只流浪狗，朱

女士提出更换拍照地点或者将流浪狗赶走，可

是摄影师却表示没有问题，并催促赶紧完成拍

摄。结果，就在拍摄的时候，朱女士被流浪狗咬

伤，后续的治疗，朱女士共花费5000余元。朱女

士找到影楼，要求对方赔偿。可影楼却以他们

并非狗的主人或者管理人，摄影师不同意变更

地点不能代表影楼意见为由拒绝赔偿。

律师说法：天津君荐律师事务所赵治国律

师表示，影楼非流浪狗的饲养人，也非流浪狗

的管理人，似乎确实无需担责，但事实上并非

如此。一方面，影楼违反了对朱女士人身安全

的保障义务，朱女士与影楼之间存在消费关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

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

的要求。”影楼作为经营者，其摄影师在明知指

定地点有流浪狗出没，尤其是在朱女士已经要求

更换地点或者将流浪狗赶走的情况下，却没有采

取任何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对潜在的危险听之

任之，明显违反了自身的法定义务。另一方面，

虽然事情的发生与摄影师有直接关系，但影楼

同样必须担责。《侵权责任法》规定：用人单位

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影楼必须向

朱女士赔偿对应的损失。 时报记者 田敏

“

时报讯（记者 张玮 摄影报道）为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唱响礼赞新

中国、奋进新时代的主旋律，全面提高

社区居民的法治意识，充分调动居民

学法、守法、用法的积极性，杭州道、向

阳司法所组织辖区各社区开展了一系

列的法治宣讲活动。

杭州道、向阳司法所邀请公共法

律服务法律顾问走进北邻村、泰和城、

福州道等社区，为社区居民进行普法

宣讲。法律顾问从邻里关系、家庭矛

盾、经济财产损失等问题入手，结合实

际案例进行以案释法，为居民讲解与

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居民

依法表达诉求，理性维权。同时，还倡

导居民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

庭关系，促进家庭和谐。此次“礼赞新

中国，津门普法行”走进社区系列宣讲

活动，共计举办法治专题讲座13场，其

中未成年人普法专项讲座3场，老年人

普法专项讲座10场。此外还组织了免

费的法律咨询活动，共计为90余位居

民解答了相关法律问题。

宣讲“预防校园欺凌”律师提出建议——

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容易引发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这
些行为如不能及时纠正，易导致未成年人
走上犯罪的道路。二是严重违背社会公

德。不良行为都是严重违背社会公德的
行为。三是尚不够刑事处罚。主要是指
不良行为虽严重违背社会公德，危害社
会，但从情节看，尚属轻微或者显著轻微，

不构成犯罪。如果一鸣实施的行为已经
构成了犯罪，依法应负刑事责任，则该行
为已不属于不良行为，而应当依照刑法及
有关法律的规定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如何矫正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
刘律师说，首先在发现未成年人劣迹

时应立即制止，包括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和未成年人所在的学校都有

义务制止，从而将其消除在萌芽状态。未

成年人的家长和学校应相互配合严加管

教，发现未成年人的不良习气应主动配合

采取疏导、教育等方式引导未成年人弃恶

从善。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规

定，家长和学校都要懂得尊重未成年人的

人格尊严，不得对其体罚虐待和歧视，更不

能随意开除其学籍，推卸校方教育责任。

另外，当未成年人的严重不良行为构成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可由公安机关予以警

告，罚款或者拘留等治安处罚，使其认识

到自己行为的性质恶劣后果，并改正自己

的不良行为。由政府收容教养进行矫正。

该案例中，如果一鸣的严重不良行为

构成犯罪行为，但因其不满16周岁而不予

刑事处罚的，可责令他的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严加管教，必要时可由公安机关采取

惩戒措施进行矫正或政府收容教养。通过

严格的管理教育，让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

成年人抛弃错误观念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养成良好的品行，做个有利于社会的人。

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以

殴打、捆绑、禁闭、残害或者其它武力手

段，对家庭成员从身体精神等方面进行伤

害和摧残的行为，一般情况下经常性的对

家庭成员的身心造成伤害的不法行为即

构成家庭暴力。虽然偶尔打骂，但造成严

重后果的同样构成家庭暴力。当然，如果

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构成了犯罪，还会被

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婚姻法》第三条的

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

虐待和遗弃。该法还规定实施家庭暴力

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

当予以劝阻、调解。 对正在实施的家庭

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

予以制止。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

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

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

罚。另外，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

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

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

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近日，江苏常州一女子报警，称被母

亲用棍子打。民警赶到事发的饭店时，

母亲王某和女儿林某二人还在吵闹。据

悉原因是母亲王某不满女儿30岁了没结

婚，也没混出点名堂，女儿林某则不满父

母只给儿子买婚房，因此母女两矛盾重

重。在调解员的工作下，王某的丈夫与

女儿在派出所面谈商讨调解事宜，但林

某称，自己长期遭受母亲虐打，身心皆受

到严重伤害，要母亲答应赔偿自己8万元

损失费方可谅解，否则免谈。王某得知

女儿谅解的“条件”以及自己可能面临刑

拘时，气到几次晕厥。在她看来，只不过

是“教训”几下自己的孩子，怎么就犯

罪了呢？女儿被王某暴打后遍体鳞伤

经鉴定为轻伤，因女儿不同意谅解坚

决要求追母亲的法律责任，这位母亲

已被拘留。 （江苏新闻）

预防不良行为 遏制未成年人犯罪

天津皆美律师事务所的王伟

薇律师解释说，婚姻自主权是指公

民依法享有婚姻自由的权利，即公

民依法按照自己的意志，自愿地结

婚或离婚，不受他人干涉的自主的

权利。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婚姻

自主权包括两个内容，二者具有同

等重要的地位。首先是结婚自由，

是指婚姻当事人有依法缔结婚姻

关系的自由。当事人是否结婚、与

谁结婚是其本人的权利，任何人无

权干涉。其次是离婚自由，是指夫

妻有依法解除婚姻关系的自由。

婚姻的成立和维系都应以爱情为

基础，当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夫妻关

系无法继续维持时，解除婚姻关系

对双方和社会都是更好的选择。

该事件中虽然像王女士这样使用

暴力的母亲只是少数，但是生活中

也有不少女性被父母逼婚。我国

法律同样也不允许父母对儿女的

婚事暴力逼迫、言语攻击，否则同

样是在违法犯罪。

作为母亲长期暴打女儿导致女儿轻

伤，其行为已经不仅仅是孩子不听话大

人随便教训一下的问题。母亲为女儿的

婚事着急，其心情可以理解，但如果用暴

力等方式逼着女儿解决终身大事就很难

说的过去了。该事件中的女儿不满父母

只给儿子买房子，父母的重男轻女也成

为了她们母女矛盾激化的重点。但根据

法律规定，作为父母有权利支配自己的

财产，父母只给儿子买房作为女儿无权

干涉，女儿也不能因此就强行要求父母

给自己什么。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在

社会上的地位逐步提高，她们既要保障

婚姻自由，更要倡导生活独立，要知法、

懂法，更要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身边案例

日前，一则“30岁未婚遭亲
妈棍打”的新闻，引发市民的激
烈讨论。律师表示，母亲打伤
女儿，看似是家庭内部矛盾，但
如果后果严重，应该被认为是
家庭暴力，同样要受到法律的
惩罚。 时报记者 张玮

记者手记

刘律师说，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责任处

罚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教育和挽救走上犯

罪道路的未成年人。要达到这个目的，必

须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犯罪原因和

情节采取相应的措施，因而这一工作与审

理成年人犯罪案件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

性。根据《刑法》的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

18 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

罚。而对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所实施

的危害行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

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对“伤人、重伤、

强奸、抢劫、放火、贩毒投毒罪”负刑事责

任；满16周岁完全负刑事责任。根据《刑

法》第49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犯罪无论罪

行多严重,都不能适用死刑，包括死刑立

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未成年犯

罪中的初犯、偶犯，如果罪行较轻，悔罪表

现好，并属于预备犯、中止犯、防卫过当、

避险过当、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以

及犯罪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情形之一

的，一般应当适用《刑法》第37条的规定免

予刑事处分。

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属于下

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认为是犯罪：（1）被

胁迫参加犯罪，被教唆犯罪，或者属于犯罪

预备、中止、未遂，情节一般的；（2）以大欺

小，以强凌弱，使用语言威胁或者使用轻微

暴力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

用品或者钱财的；（3）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

为，情节轻微，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未成年人犯罪需承担哪些责任？

“低价风暴”有猫腻

虚构原价、捆绑销售、集赞骗局
四川消费者杨女士在某购物平台网

店“原创设计服装店”关注了一件标价为

559元的连衣裙多日，准备网店搞优惠活

动时再买。“双十一”之前，网店宣传全场

包邮、满500减20元，杨女士当机立断下

单付款 539 元购买了心仪的连衣裙。三

天后，杨女士又上该网店选购外套，却发

现之前下单购买的连衣裙标价只要 335

元，居然又大幅度降了204元！杨女士要

求网店退还差价，网店却拒绝退钱……

“双十一”前夕，捆绑销售也是常见套

路。最近，市民胡女士在某网络平台购买

了一张火车票，票价为65元。但要额外收

取两张优惠券费用共30元，网站显示，优惠

券可享受7×24小时预订服务、客服服务、

快速退改签服务、短信提醒服务等，并且不

能取消，胡女士支付了30元优惠券费用，但

事后发现，这些优惠服务根本是“纸上谈

兵”，没有一项能实现，但钱又退不了。

微信集赞低价购物骗局也是“双十

一”来临前朋友圈的刷屏套路。“只要将活

动内容分享到朋友圈，并累计点赞28个，

就可以低价领取生蚝”——家住四川泸州

的易女士被这句广告词吸引，急忙在朋友

圈吆喝求点赞，在活动期间完成集赞数量

后，支付了 49.6 元购买了 10 斤生蚝。但

在约定提货时间去领取生蚝时，商家却说

活动太火爆，生蚝已领完了……

商家套路深

虚假宣传、先涨后降、“钓鱼”陷阱

记者了解到，随着“双十一”来临，商

家的套路主要表现在虚假宣传、先涨后

降、“钓鱼”陷阱等方面。

——虚假宣传误导。四川省律协消费

者权益保护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单静说，一

些不良商家为了在“双十一”期间刷销量，会

用一些虚假词汇来做宣传，趁机误导消费

者，比如，“产量一直领先”“全网最低价”等，

背后大多是虚构的事实和隐藏的真相。

——利用信息不对称先涨价后打

折。“一些商家通过这种方式诱骗消费者

消费，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廖华说。

——“钓鱼式”低价陷阱。记者了解

到，类似通过免费集赞、免费转发、免费试用

等噱头来诱导消费者下单，有的故意不事先

写明押金定金是否退还，有的将“参加该活

动一律不能退款”等条款模糊处理写在活

动页面最后，造成消费者钱物两失的情况

不在少数。四川博绅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凊

说，消费者参与了这些“钓鱼式”低价购物

活动，后期商家就会以“货物发完了”“订单

未使用”等借口，拒绝退还收取的押金，或

者告知退款要收取高额手续费，甚至实际

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与宣传不符，来坑骗消

费者。有的微信集赞还需要提供身份信息

和社交账号，很可能导致个人信息被盗。

专家建议

行业强化自律和社会共治

单静等专家认为，在遭遇“钓鱼式”购物

陷阱时，若商家以不正当理由拒绝兑现，消费

者可以向当地市场监督部门投诉商家的虚假

销售行为；也可向当地保护消费者权益组织

请求调解；还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廖华

说，从消费观念上，消费者一定要学会较真，

要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记者了解到，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

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

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

购买商品的价款费用的三倍。

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高涛建

议广大消费者尽量选择正规大型的网购平

台，下单前仔细阅读相关条款，了解所购商品

或服务的使用规则和限制性条款。注意保留

证据，如下单付款凭证、商品宣传信息及聊天

截图等，以便发生纠纷及时有效维权。

相关专家也指出，针对“双十一”种种购

物陷阱，还需要加强监管和社会共治。不断

完善网络监管服务平台，升级网络监管服

务，加大打击力度和手段；同时，探索建立多

省份执法监管协作机制，进一步建立健全多

省份的日常沟通协调机制，及时研究解决跨

区域网络市场突出问题。 据新华社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促销
盛会将至，各大电商平台强势宣
传“烧脑”促销规则，琳琅满目的
商品都被贴上优惠折扣的标
签。然而，“低价风暴”背后，有
哪些套路？隐藏哪些陷阱？

市民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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