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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岗位换到管理岗
需要再经试用期吗？

市民刘女士：我在新区一家企业工作三年

多了，前段时间公司要提拔我成为部门主管，

但是却提出要在劳动合同中重新与我约定试

用期。我在三年前刚进入公司时已经有过一

次试用期了，现在由基层岗位换到管理岗，难

道还要重新试用一次吗？

说法：新员工的试用期可以让公司对新员

工是否合适该工作岗位做出更为理性的判断，

而续签劳动合同一般不再约定试用期，因为用

人单位对于劳动者已经有了评价和判断。如

果在工作过程中，劳动者的岗位发生变化，这

相当于是对劳动者提出了新的岗位要求，用人

单位对其是否适应新岗位的工作进行考核也

无可厚非，规定一定的过渡考核阶段也是可以

理解的。但这种“试用期”与劳动者订立劳动

合同时所约定的“试用期”是两个不同的概

念。前者是按照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来执行，

后者则是受到法律法规约束的。这也是用人

单位不得对同一劳动者进行两次试用的体

现。所以，工作期间，劳动者更换工作岗位，用

人单位不得再对其进行劳动法意义上试用期

的要求。 时报记者 张玮

法眼看新闻

住院期间劳动合同到期
单位能否终止劳动关系

市民周先生就职于某外企单位，前段时间

周先生因胃病复发住院治疗。但是在住院期

间，恰巧赶上周先生与公司的劳动合同到期。

单位有意向与周先生结束劳动关系，但是周先

生却认为，员工正在生病治疗，单位不应该在此

时终止合同，为此产生了争议。 （河北法制报）
法治滨海律师团：根据相关劳动法规，劳

动者在医疗、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内，劳动合同

期限届满的，用人单位不得终止劳动合同。劳

动合同的期限应自动延续至医疗期、孕期、产

期和哺乳期期满为止。如果周先生还在医疗

期内，单位不能终止与其的劳动关系；若周先

生的医疗期已满，单位可以终止，但应支付相

应的经济补偿金。 时报记者 田敏

滨海新区司法局召开
公共法律服务座谈会

房产证共有人为前夫
如何去掉其名字？

工友就餐时寻衅滋事 莫名卷入混战多处受伤

稀里糊涂成从犯 无知妇女获轻判
■ 时报记者 张玮 报道

案情回顾

黎女士与前夫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约

定，婚姻期间所购房屋归黎女士所有，但房产

证上共有人为前夫。黎女士想知道如何把房

产证上前夫的名字去掉？

解答：房产相关部门一般不会根据单方持

离婚协议而注销另一方共有人名字，往往要求

双方持相关证件和材料到场办理。建议黎女

士先与前夫协商，一同到现场办理；若无法得

到前夫配合，也可通过向法院起诉要求确权，

并办理变更手续即可。相对而言，后者会增加

一定的费用和时间成本。 时报记者 田敏

时报讯（记者 张玮 摄影报道）日前，滨

海新区司法局在大港街道办事处召开“落实

区人大问询会，推进村居公共法律服务”专题

座谈会。会上，新区司法局主要领导传达了

区人大问询会上人大代表对公共法律服务工

作提出的建议和要求、区司法局制定的落实

方案和举措，介绍了目前滨海新区村居法律

顾问的服务范围、服务方式以及考核要求。

接下来，新区司法局将重点采取加强村

居法律顾问值班监督管理，确保法律顾问完

成每月城区4次、偏远地区2次的现场值班要

求；社区居委会、村委会要组织村居民参加法

治讲座，确保每个季度组织一次；由街镇统

筹、居村组织，结合创文工作，通过多种渠道

加强对村居法律顾问、微信群和12348 热线

平台、12348天津法网的宣传，为群众提供多

元化服务方式的选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宾馆、商

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

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

法律若于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

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

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

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

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

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此外，《中华

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

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

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小翟受伤与健身会所管理过错有

直接因果关系，可以认定健身会所没

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相应

赔偿责任。此外，小翟自身也存在过

错，应承担次要责任。

王某某是一位30岁的农村妇女，经亲戚

介绍来到新区打工。2018年3月的一天，因

加班晚了，工友们提议到包子铺吃包子。当

时怀有身孕的王某某随同前往。工友张某

不吃荤只吃素，但当时店里没有素馅的，张

某不满，开始骂骂咧咧。起初店主还耐心解

释，但张某仍不依不饶，后来店主失去耐性，

双方发生了推搡。在推搡过程中，张某首先

对店主发起攻击，于是一场混战开始了……

打斗使双方多人受伤，店内桌椅、门窗等设

施遭到破坏。对于整个打斗过程，王某某事

后想起来感觉稀里糊涂的，好像是动手打了

别人，但自己最终是被老板娘和老板的女儿

打伤，手部、头部都受了伤，胎儿也受到伤

害。当晚，王某某因受伤入院，9天后出院，

腹中胎儿出现流产征兆，后经过多次保胎无

效，于2018年6月被迫流产。

今年4 月，王某某涉嫌寻衅滋事罪一

案进入法院审判阶段。因符合刑事案件法

律辩护全覆盖的条件，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通知滨海新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天津市金

华达律师事务所牛洪勇律师为被告王某某

提供辩护。在庭审中，牛律师提出，王某某

在本案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

犯。而王某某也是本案的受害人并付出了

惨痛的代价，且具有坦白情节，真诚认罪，

应酌情从轻处罚。另外，王某某还表示愿

意积极赔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最终法院

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

从犯，主犯的对称，共犯种类之一。

指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分

子。起辅助作用，指为犯罪的实施创造

有利条件，如提出建议、提供工具、排除

障碍等。起次要作用，指在主犯的指挥

下进行某种具体犯罪活动，或在一般共

同犯罪中实施某种情节轻微的犯罪行

为。按照中国刑法规定，对犯罪后的帮

助行为，事先有通谋的，以共犯论处；对

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根据我国刑法的这一规定，从犯可

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一、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犯

罪分子，这就是指起次要作用的正犯。

所谓起次要作用的正犯，是相对于起主

要作用的正犯而言的，是指虽然直接参

加了实施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但

衡量其所起的作用仍属于次要的犯罪分

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通常是

指直接参加了实施犯罪行为，但在整个

犯罪活动中起次要作用。比如，在犯罪

集团中，听命于首要分子，参与了某些犯

罪活动；或者在一般共同犯罪中，参与实

施了一部分犯罪活动。一般地说，起次

要作用的正犯具体罪行较轻、情节不严

重，没有直接造成严重后果。

二、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犯

罪分子，这就是指帮助犯。所谓帮助犯

是相对于正犯而言的，是指没有直接参

加犯罪的实行，但为正犯的犯罪创造便

利条件的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起辅

助作用，一般是指为实施共同犯罪提供

方便、创造有利条件、排除障碍等。例

如，提供犯罪工具、窥探被害人行踪、指

点犯罪地点和路线、提出犯罪时间和方

法的建议、事前应允帮助窝藏其他共同

犯罪人，以及窝赃、销赃等。

律师解释说，次要作用与辅助作用

虽然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共同犯罪中的作

用的分类，但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也

就是说，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也就

意味着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反之

则不然。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帮助犯都

属于从犯。

从犯是相对于主犯而言的。认定从

犯，要从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活动中所

处的地位、实际参加的程度、具体罪行的

大小、对危害结果所起的作用等方面，去

具体分析判断，看其在共同犯罪中是否

起次要的作用或者辅助作用。在共同犯

罪中起次要作用，通常是指直接参加了

实施犯罪行为，但在共同犯罪活动中起

次要作用；在犯罪集团中，听命于首要分

子，参与了某些犯罪活动，或者在一般共

同犯罪中，参与实施了一部分犯罪活动，

但不起主要作用的，一般属于从犯，例如

参与盗窃时望风放哨。一般来说，次要

的实行犯罪行较轻、情节不严重，没有直

接造成严重后果。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

作用，一般是指为共同犯罪行为事先提

供方便、创造有利条件、排除障碍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

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

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

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从犯的刑

事责任是同主犯应负的刑事责任相比较

而言，比主犯应受到的刑罚要轻。但也

不是说，所有的从犯实际受到的处罚一

定比主犯轻，因为主犯可能具有从轻或者

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的情节（例如自首）。

当从犯没有这样的情节时，当然不应随主

犯的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而从轻、减轻

或免除处罚。或者从犯可能有从重处罚

情节（例如累犯），此时主犯也不会因从犯

具有从重处罚情节而随从重处罚。

该案中，被告人王某某在本案中起

次要或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同时，

其具有坦白情节，真诚认罪、悔罪，因此

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从犯受何处罚？

参加“减肥训练营”时不当使用健身器材致受伤

在健身会所参加“减肥训练营”
却没有得到安全指导导致受伤，这
样的责任到底该谁承担呢？最近，
新区市民小翟因健身减肥姿势动作
错误导致手指骨折，但健身会所却
把全部责任都推到她个人的身上。

小翟去年大学毕业，因肥胖在找

工作时遇到很多问题。和父母商量

后，小翟花了近万元到一家健身会所

参加了一个“减肥训练营”，会所还与

小翟签订了健身减肥的计划，并承诺

只要小翟按照健身中心的指导锻炼，

就可达到减重20斤的效果。

小翟在减肥时非常用心，不仅完

成健身会所的训练计划，还严格控制

服用热量高的食品。在“减肥训练

营”，小翟也是成绩最好的一个。然而

几天前，教练让大家使用一部健身器

械训练时，临时出去打电话，半个多小

时都没有回来。小翟在没有教练现场

指导的情况下第一次使用该器械，不

慎被压伤，导致手指骨折。之后，小翟

要求健身会所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但

会所坚持认为小翟受伤是因其操作不

当造成的，和会所无关。小翟认为，教

练在教课期间临时出去打电话是违规

的，而且也没有对健身器械做出风险

提示和告知义务，所以健身会所理应

承担一部分责任。

健身变伤身

焦点

安全保障义务是指在调整商业秩

序中依据诚信及公平原则确定的法定义

务，经营者在经营场所负有对消费者、潜

在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进行保护的

义务。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情形主

要有：第一，经营者没有营造安全的消费

环境，导致消费者受伤害；第二，经营者

提供的服务本身或硬件设备不安全导致

客户受伤害；第三，未尽到对不法侵害的

防范和制止义务。 记者 张玮

什么是安全保障义务？

健身会所是否应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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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变伤身 究竟谁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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