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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法律规定，如果订立劳动合同时
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用人单位不能
和劳动者协商一致变更合同的，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那么用人单位自身内
部的人员调整是否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
大变化”？

案情简介：李某于 2011 年 4 月与某外资
公司订立劳动合同。约定李某的岗位为公
关总监，月薪 3 万元。2015 年 6 月，公司告知
李某，为精简组织架构，决定撤销李某所在
媒体公关总监岗位，现特为李某设立公司高
级顾问岗位，月薪降为2万元，希望能与其签
署变更协议书，李某不同意公司的要求，该
公司即以“订立劳动合同时的客观情况发生
重大变化，双方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
成一致”为由，向李某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
知书》，并向李某支付了经济补偿金及代通
知金等。李某认为公司解除行为违法，故提
起劳动仲裁，请求撤销《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书》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裁判结果：仲裁委审理后认为，公司采
取的经营策略调整，不属于“订立合同时的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故对李某
的请求予以支持。

法律分析：劳动法所规定的“客观情况”
是指：发生不可抗力或出现致使劳动合同全
部或者部分条款无法履行的其他情况，如企
业迁移、被兼并、资产转移等，并排除劳动法
第二十七条经济裁员所列的客观情况。

本案中，外资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调
整李某的工作岗位，系为应对市场变化主动
采取的经营策略调整，并不属于“订立合同时
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公司虽然
发出了书面解除合同的通知书以及支付了李
某经济补偿金，但其解除行为不合法。

法律提示：用人单位作为经营者，在与
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其对市场可能产
生的波动以及生产经营策略应当有所预
见。确因生产经营需要调整劳动者岗位
的 ，应 协 商 一 致 书 面 变 更 或 解 除 劳 动 合
同。在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形下，用人单位
可在相近或类似岗位上安排劳动者工作，
并不得随意降低劳动者工资标准，更不能
简单的解除劳动合同。

海南威盾律师事务所 肖拥群 方晓惠

企业的内部重大人员
调整属于“客观情况
发生重大变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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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中有一类特殊群
体，其姓名、年龄、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均无
从得知，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这种
情况下，法官怎么办？近日，福建厦门集美
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盗窃案，结合在案证据
及骨龄鉴定意见，一审判处聋哑被告人无名
氏有期徒刑 8 个月 20 日，并处罚金 1000 元。

去年 12 月底，集美区居民阿美发现自己
的电动车被盗，于是报警。根据监控录像，
警方将录像中实施盗窃的两名男子抓获归
案。

其中一名男子是聋哑人，且是文盲，到
案后对自己的身份一问三不知，侦查机关便
将其称为无名氏。除本案外，无名氏还和同

伙刘某涉嫌盗窃了一辆电动车。在监控视
频等证据面前，无名氏及刘某对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

据刘某供述，刘某于去年 3 月认识了无
名氏，由于没有工作，交不起房租，便和无名
氏一起到集美流浪，平时住在寺庙或公园。
后因没钱吃饭，便去偷车卖钱。刘某表示自
己也不清楚无名氏的个人信息。

因无名氏是聋哑人，案件进入审理阶段
后，集美法院特地请来一位特殊教育学校的
老师担任手语翻译，保证无名氏在诉讼全过
程都能跟办案人员交流并发表意见。此外，
为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集美法院还为
刘某和无名氏指派了法律援助律师，提供法

律援助。庭审中，对于姓名、籍贯、年龄等个
人信息，无名氏均表示记不得，但愿意认罪
认罚。

虽然有证据证明无名氏犯罪，且其已经
认罪，但因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在量刑上有差
别，所以不确定其年龄情况就无法准确量
刑。为此，公安机关对无名氏进行了骨龄鉴
定。鉴定意见显示，综合无名氏骨骼发育与
骨骺愈合情况，推断其年龄大于 20 岁。

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无名氏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单独或共同秘密窃取他人财
物，其中刘某参与盗窃四次，可计价值达
7888 元，被告人无名氏参与盗窃二次，价值
达 5243 元，均数额较大，二被告人的行为均

已构成盗窃罪。刘某、无名氏归案后均如实
供述罪行，且被告人无名氏犯罪时系又聋又
哑人，对二被告人依法均可以从轻处罚。据
此,集美法院一审判决刘某犯盗窃罪，判处有
期徒刑 8 个月 25 日，并处罚金 1000 元。无名
氏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 8 个月 20 日，并
处罚金 1000 元。

审理该案的法官告诉记者，在穷尽调查
取证手段仍无法查证被告人个人信息的情
况下，只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
被告人以无名氏判决，符合刑事诉讼法以及
司法解释的规定，同时也可以节约司法资
源，避免一些已经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
件，因被告人身份问题无限期拖延。（工报）

1100万元借腹生子，
产下一对双胞胎男孩

彭某与陈某于上个世纪80年代登记结婚，
婚后育有一女，感情和睦。但彭某受传统观念
影响，总觉得美中不足，一直想生个儿子。

2012 年，彭某经人介绍认识了年轻女子
曾某。经协商，彭、曾两人就代孕生子一事
达成口头协议。

不久，两人共同在国外准备做试管婴儿
手术，由彭某提供精子，再选取国外卵子库
中的优质卵子合成受精卵植入曾某腹中。

经过多次试验，曾某成功受孕，数月后在长
沙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男婴。

从双方达成代孕协议起，彭某瞒着合法
妻子陈某通过银行转账，多次向曾某汇款合
计 1100 万元。

2016 年，彭某还向曾某出具《条据》载
明：我愿意将以前所给予或借支给曾某的
1100 万元，作为我儿子的抚养费、教育费，儿
子由曾某抚养，永不反悔。如果我老婆提出
异议，该笔钱即为夫妻共同财产中我的个人
财产，系我个人出于自愿。

陈某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确认彭某支
付给曾某 1100 万元的处分行为无效；判令曾
某返还这 1100 万元。

处分行为无效，
法院一审判决代孕女全额返还

天心区人民法院认为：我国《人类辅助生
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未经卫生行政部

门批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
式的代孕技术。彭某与陈某已育有婚生女，仅
因想生育儿子，通过试管婴儿技术与其他女子
的卵子合成受精卵，由曾某进行代孕生育的行
为有违道德和伦理，彭某基于前述生育行为给
付曾某的1100万元违背了公序良俗。

我国法律规定，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不
分份额共同享有所有权，夫或妻非因日常生
活需要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协商一
致，任何一方无权单独处分夫妻共同财产。
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有财产应作为
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夫妻对全部共同财产
不 分 份 额 共 同 享 有 所 有 权 和 平 等 的 处 理
权。彭某在未与妻子陈某协商的情况下，擅
自向曾某转账巨额款项，其行为严重损害了
陈某的财产权益。

法院遂作出一审判决：确认彭某支付给
曾某 1100 万元的处分行为无效；限令曾某返
还陈某 1100 万元。

目前，此案尚在二审诉讼之中。（湖报）

在客户家丈量尺寸
不慎坠亡

江苏一门窗纱窗加工制作店主
被判自担七成责任

在客户家丈量纱窗尺寸过程中，陆某不慎从五楼通往六
楼之间的楼梯窟窿里掉至五楼，不幸身亡，其家属遂将客户
沈某夫妇诉至法院。近日，记者从江苏省启东法院获悉，这
起生命权、健康权、人身权纠纷已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方
承担 30%赔偿责任，赔偿 32.4 万余元。

陆某与丈夫经营门窗、纱窗等加工制作业务。今年 6 月
11 日，陆某夫妇在客户沈某家的复式楼丈量定制纱窗尺寸
时，因原有楼梯在装修中被拆除，陆某不慎从楼梯窟窿里坠
掉，在送医抢救后身亡。后其丈夫等将客户沈某告上法庭，
要求赔偿损失 66.4 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沈某在家庭装修过程中擅自拆除室内楼
梯，虽然在窟窿周边放置了电视柜等围栏，但仍存在安全隐
患。陆某自身则未尽注意义务，亦存在一定责任。最终，法
院酌定被告沈某方承担 30%的责任。 （南网）

保安值班期间
出手伤人

供职物业公司被判承担赔偿责任

男子李某深夜醉酒强行进入小区时，与保安聂某发生了
争执，并趁酒意打闹值班室，被聂某用防暴橡胶棍击打头部
致受伤。近日，广西梧州市长洲区人民法院对这起健康权、
身体权纠纷作出了判决。

今年 1 月 10 日凌晨，李某在返回某小区时，因电梯的问
题到物业找保安理论。聂某是某物业公司聘请的员工，负责
该小区的安保工作。聂某见李某满脸通红，一身酒气，聂某
便要求李某出示小区业主卡或进行来访登记，但李某不予配
合。争吵过程中，李某冲进值班室打砸物品，并将里面的两
条板凳扔出室外。聂某遂用防暴橡胶棍击打了李某的头部，
造成轻微脑震荡。康复出院的李某要求他们赔偿其医疗费、
误工费等损失，但聂某和物业公司均拒绝赔偿。协商未果，
李某将聂某和物业公司诉至法院。

长洲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在将保安室的物品摔
坏，引起事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不过，聂某在争执过程中
未能克制自己，出手击伤李某头部并造成对方轻微脑震荡，
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由于聂某开展安保工作属于履行物
业公司的职务行为，故物业公司对李某受伤的损失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最终，法院最后判决物业公司根据聂某过错程度

承担 55%的责任，即赔偿李某损失 2874 元。

判决生效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并已履行赔偿义务。（西都）

一名聋哑人盗窃证据确凿且已认罪，警方穷尽调查取证手段仍无法查证个人信息

法院以“无名氏”判决避免案件拖延

湖南一男子为生儿送代孕女1100万元，其妻知情后起诉要求确认付款行为无效胜诉

有违公序良俗
代孕女一审被判全额返还

家大业大的湖南长沙人彭某受传统观念影响，一直想生个儿
子。于是，他花了 1100 万元请一名叫曾某的女子代孕生子，

成功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彭某妻子陈某知道后，向长沙市天心区人
民法院起诉，要求曾某全额返还这1100万元。

近日，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代孕女子曾某全额返还
1100万元给彭某夫妻。

寄送玉镯未保价
丢失起诉快递

2016 年 5 月 14 日，王某委托朋友李某从
云南大理将和田羊脂玉手镯及邢某委托购
买的牦牛独角梳共同邮寄到邢某处，李某通
过大理的一家快递公司向邢某发送一件快
递，快递单号为 7773，快递费为 20 多元。

该快递单显示所邮寄的物品名称为牛
角梳、手镯，数量为 4。快递单重要提示部
分（用黑体加粗的字样）内容为：贵重物品
和单票内件价值超过人民币 1000 的快件尽
量保价；未保价快件按运单选填的快递费
倍数赔偿，未选填的视为按快递费的 5 倍赔
偿；保价快件在保价价值范围内赔偿。但
在该重要提示部分，没有寄送人的签字，而
该快递也未进行保价。

后王某经查询快递到货情况，发现快递

丢失。于是王某与邢某共同将该快递公司

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了邢某的全

部诉讼请求，并告知王某另行主张。王某

遂诉至法院，要求涉案快递公司赔偿损失。

在一审庭审中，王某为证实手镯价值，

提供一份乌鲁木齐某市场的收据，显示：和

田羊脂玉籽料 16 万元。王某为证实其为快

递单上的所有权人，还提交了李某的证人

证言，该证言显示：除本次外，李某多次替

王某购买和田玉并未保价通过快递寄回，

但均未出现丢失的情况。

一审判赔800元

终审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某提供的收

据仅能证实其曾经在乌鲁木齐购买过和田
玉的籽料，而不能证明该籽料与本案丢失
的玉镯之间具有关联。遂根据双方的过错
程度并结合生活经验，判决快递公司赔偿
王某 800 元。

王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一中

院，其认为一审法院未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玉镯的价值，请求依法改判支持其全部诉
讼请求。

北京市一中院经审理认为，快递公司在
快递单上明确提示，贵重物品和单票内件

价值超过人民币 1000 的快件尽量保价。对

于保价物品，快递公司会采取特殊的运送

方式。王某主张丢失的和田羊脂玉手镯价

值 16 万元，但在寄送时并未为手镯保价，此

举不仅未能提示快递公司区别对待运送的

物品，而且在求偿时增大了确定手镯价值

的难度。即便如王某所述，其多次使用快

递寄送物品未保价也未丢失过，但其在寄

送如此贵重的手镯时不进行保价，也是对

财产权利的保护有所懈怠。

本案中，王某提交了购买和田羊脂玉

籽料的收据并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但上述
证据和证人证言并不能证明被快递公司遗
失的手镯是由价值 16 万元的和田羊脂籽
料加工而成，不能证明遗失手镯的质地和
价值，因此王某主张的 16 万元和田羊脂玉
手 镯 赔 偿 金 缺 乏 事 实 依 据 ，法 院 不 予 支
持。据此，北京市一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北晨）

为谋取非法利益，竟收购来源不明、死
因不明的猪肉进行加工销售。近日，福建省
上杭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起案件，以生
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被
告人兰某有期徒刑 3 年 9 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 30 万元。

2012 年 5 月，兰某租用傅某（已判刑）位

于上杭县蛟洋镇蛟洋村的一处老宅用于加
工猪肉，并伙同罗某（已判刑）进行加工。猪
肉由福建龙岩等地运到民房后，由罗某把瘦
肉和肥肉分开并分袋包装，对有异味的猪肉
则予以切除，每袋 20 公斤。这些猪肉加工后
运出销售，对于猪肉的来源，连兰某、罗某自
己都不清楚。

2012 年 6 月 3 日至 6 月 19 日，兰某伙同
他人转移已加工好的来源不明且未经检疫
的猪肉共计 17880 公斤。2012 年 6 月 26 日，
上杭县公安局民警现场查获该加工窝点并
扣押来源不明、死因不明且未经检验检疫的
猪肉 2360 公斤。经鉴定，涉案猪肉价值为
464680 元，兰某从中非法获利 5200 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兰某违反国家
食品安全管理法规，伙同他人生产加工来源
不明、死因不明且未经检验检疫的猪肉，涉案
金额464680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
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
品罪，属共同犯罪。根据其犯罪情节、认罪态
度，综合考量后作出前述判决。 （民法）

生产加工来源不明猪肉
福建一男子获刑3年9个月并处罚金30万

丈夫不幸过世，房产如何继承？
文昌韩女士问：丈夫在和我结婚前，以个人名义买了一

套商品房，首付是他个人积蓄，贷款我们婚后共同负担。现在
丈夫过世，公婆提出房子首付是他们出的，他们应该得一半产
权，但没有证据。我觉得婚后我们共同还贷，如果我和孩子只
得一半产权，对我不公平。请问，该房屋应当如何继承？

答复：该房屋是你丈夫的婚前个人财产，如他过世前未
留下遗嘱，公婆也无证据证明首付款系他们支付，那该房屋
扣除你参与还贷的金额后，剩余部分可作为你丈夫的遗产，
依法由你的公公、婆婆、你本人及儿子继承，而你参与还贷的
金额则应当返还给你。

口头表示交回承包地，
可以反悔吗？

乐东邢先生问：2010 年 1 月，我因外出打工，口头通知村
委会交回 2 亩承包地，任由村委会处置。随后，村委会将这 2
亩地发包给郑某。近年来，国家给农村很多好政策，耕地也
值钱了，因此我回到家乡准备从事养殖业，并要求村委会和
郑某返还承包地。村委会和郑某称，我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人，交回承包地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拒绝返还。请

问，我现在还能要回这 2 亩承包地吗？

答复：村委会和郑某应当返还承包地。土地承包经营

权不同于一般的承包关系。农户一旦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
享有的是具有身份性质的物权。由于这种物权是承包人赖
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所以有关自愿交回承包地的法律程序很
严格。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29 条的规定，承包期内，

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

包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

释》第 10 条规定：“承包方交回承包地不符合农村土地承包

法第 29 条规定程序的，不得认定为自愿交回。”虽然你在承

包期内交回承包地是出于真实意思表示，但并没有以书面形

式明确表示放弃承包经营权，因此不得认定你是自愿交回承

包地及村委会曾将此土地依法收回。村委会将此土地发包

给郑某耕种的行为因违法而应当认定为无效，村委会和郑某

应当将这 2 亩土地返还给你。如果村委会和郑某不同意返

还，你可以请求乡（镇）政府调解解决，或者向所在县农村土

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

快递玉镯未保价丢失
委托寄货人索赔16万元，快递公司被判赔800元

王某 托 朋 友 通 过 某
快 递 公 司 邮 寄 玉

镯但未保价，在邮寄的过程
中该快件不慎丢失。王某
与快递公司商讨理赔方案时称该玉镯价值
16 万元，快递公司不予认可，王某遂诉至法
院要求赔偿。一审法院酌定快递公司赔偿
王某 800 元，王某不服，上诉至北京市一中
院。近日，北京市一中院作出终审裁判，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