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5月13日 星期三
编辑/陈婷 校对/崔晓慧 版式/陈艳07 法律服务 FAZHISHIBAO

咨询邮箱咨询邮箱：：fzsbfzsb888888@@163163.com.com

法法
律
咨
律
咨
询询

台台

出纳遭网络诈骗转账41.9万

2018 年 9 月 28 日，某传媒公司出纳小陈
突然收到一个与公司总经理同名的 ID 为“赵
四”的 QQ 好友申请，虽然意外，但看到对方
头像就是总经理赵四的照片，便通过了好友
申请。通过后，“赵四”发来消息称“有急事
安排，请尽快加入公司高层 QQ 群”。小陈入
群后发现群内还有多名与公司各部门负责
人同名的 ID 群成员，群内正在讨论与福建某
公司的合作事宜。

随后总经理“赵四”突然在 QQ 群里@小
陈：“与福建某公司的合作对公司发展非常
重要，现急需支付一笔预付款 41.9 万元，付
款账户信息如下，请尽快安排办理，手续事
后再补。”小陈不敢怠慢，随即找到会计小李
说总经理要求先付款再补合同，在小陈的催
促下，小李也只好通过付款审核，并叮嘱小
陈“一定别忘了做合同”。完成付款后，小陈

将支付截图发到“公司高层群”后便被移除

群聊。此时，小李突然接到公司总经理赵四

电话询问付款原因，小李这才知道被骗了，

尽管立即报警，但仅追回了 21.9 万元的款

项。

传媒公司将小李诉至法院，主张公司规

定了财务付款审核制度，需要领导签字，而

小李擅自安排付款存在重大过失，要求小李

赔偿经济损失 20 万元。

法院判出纳赔偿公司3万元

小李辩称，其入职以来，工作从未有疏

漏，骗子是以公司总经理的名义和出纳联

系，利用公司管理疏漏欺骗出纳，出纳告知

其手续事后补齐即可，公司管理制度不完

善导致犯罪嫌疑人有机可乘，相应损失应

由公司自行承担。公司未建立完善的个人

信息保密制度，致使公司人员信息被他人

获取；公司亦未建立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
缺乏审核制约机制，日常经营往来的款项
也存在通过网上由公司领导直接说安排就
进行的情形。

法院经审理认为，传媒公司主张小李的
失职行为给其公司造成经济损失，需应举证
证明损失的客观存在、损失与小李的失职行
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小李作为会计，应具备
职务所需的专业知识技能并负有岗位所需
的审慎义务，其仅凭出纳的口头告知总经理
要求付款即审核汇款行为，不符合公司财务
审批及会计的审慎性要求，存在重大过失，
造成公司的经济损失。该公司缺乏严格的
财务管理制度，亦给犯罪分子造成可乘之
机。考虑被告的过错程度，最终，法院判决
小李赔偿传媒公司损失 3 万元。

法官提醒，劳动者对用人单位负有忠实
义务，基于公平原则，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
同过程中因重大过失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
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劳动者应审
慎履行职务。

在 疫 情 期 间 部 分 企 业“ 云 办 公 ”模 式
下，用人单位须加强劳动者个人信息的保
护，规范劳动者个人信息的使用管理。其
次，用人单位须建立办公主体的认证机制，
通过生物识别、秘钥等认证方式实现办公活
动的实名制，构建安全的在线办公环境；最
后，用人单位应建立“云办公”模式下的财
务、人事、考勤等管理制度，以制度规范降
低系统性风险。 （中法）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近日审
结了一起危险驾驶案，被告人李某被判处拘
役 2 个月，并处罚金 1 万元。

经审理查明: 2019 年 9 月 21 日，南昌民
警在抚河北路开展酒驾整治行动。同日 23
时许，李某饮酒后驾驶小型汽车驶过来，无
视民警指令驾车逃离现场，随后民警驾驶警
用摩托车跟随，最终将李某控制一便利店
内。经对李某进行吹气检测，结果为 114mg/
100ml。后民警将李某带至南昌大学第四附
属医院抽取血样。经鉴定，李某血样中检出

乙醇成份，含量是 125.53mg/100ml。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违反交通运输管

理法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血液酒
精含量为 125.53mg/100ml，其行为已构成危

险驾驶罪。鉴于被告人李某归案后能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其逃
避 、抗 拒 公 安 机 关 依 法 检 查 ，应 当 从 重 处
罚。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中法）

男子醉驾死亡
一侧气囊未开
法院判车厂赔家属1万元

男子张某醉酒驾车造成事故并当场
死亡，因事故发生时驾驶室侧方气囊未弹
出，张某家属认为车辆存在质量缺陷，要
求车辆生产方、销售方承担 40%的赔偿责
任，共计 122 万余元。记者 5 月 11 日从北
京法院审判信息网获悉，经两级法院审
理，法院酌定车辆生产方应赔偿死者家属
15 万元。

2018 年 5 月，张某在河北省三河市醉
酒驾车撞向了路中心护栏。车辆向右整
整翻转了一圈才落地，事故致张某当场死
亡。交管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书认为，张某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未
确保安全的行为，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全部
原因，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

而张某的家属发现，车辆副驾驶的前
部、右侧两个安全气囊均弹出，但驾驶室
的左侧气囊没有被触发，只有方向盘气囊
弹出。家属认为，车辆气囊存在质量缺
陷，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张某的死亡。
于是，张某家属将车辆生产方重庆长安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方北京庆长风商贸
有限公司起诉至朝阳法院。

在庭审中，对于撞击后驾驶室气囊没
有弹开的问题，长安公司称，这是因为在车
辆翻滚时驾驶员一侧未受到严重撞击，撞
击较重的副驾驶一侧气囊是正常弹出的。
在车辆说明书中，也载明了撞击力度较大
但侧面气囊可能不弹出的情况。张某家属
曾向法庭申请产品质量鉴定，后因鉴定费
较高，长安公司又不同意更换收费较少的
鉴定机构，张某家属便撤回了鉴定申请。

经审理，一审法院认为，张某自身的
重大过错及违法行为显然是其死亡的直
接原因，且涉案事故中即使侧方气囊弹
出，亦不能绝对避免张某的死亡后果。
由于张某家属经济条件确有困难，且已对
车辆存在质量缺陷的可能性进行了初步
举证，不应对其苛以过重的举证责任。针
对气囊未弹出是否符合车辆说明书所述
情形，长安公司有义务申请鉴定却放弃举
证，应承担不利后果，但考虑到张某的过
错，长安公司不应承担过重的赔偿责任。

综合全案证据，因庆长风公司在销售
中并无过错，故法院一审判决酌定长安公
司应承担各项赔偿责任总计 15 万元。

张某家属、长安公司均不服一审判
决，提起上诉。经审理，北京市三中院二
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北晚）

顾客买到过期食品
由厂家还是商家担责？

海口郭女士问：我的一个外地亲戚在超市以598元购买

一只火腿后，回到家中尚未食用便发现已经超过保质期一个

多月。可是，当我索要10倍赔偿时，超市明确表示拒绝，其

理由是在向生产厂家进货时火腿已超过保质期，我只能找生

产厂家承担责任。超市还表示，因为我并没有食用，所以，我

的身体没有吃出疾病，其最多只能退货退款。请问超市的理

由成立吗？

答复：超市的理由不能成立。《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
八条第一款规定：“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
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向生产者要
求赔偿损失。接到消费者赔偿要求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实行
首负责任制，先行赔付，不得推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经营
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经营者责任的，生产者赔
偿后有权向经营者追偿。”此外，只要食品本身不符合安全标
准即可认为造成损害，所以，超市不得借口你没有吃出疾病
而拒绝“十倍赔偿”。

公司安排节日加班
职工有事能否拒绝？

屯昌谢先生问：今年“五一”期间，我带着家人外出游

玩，接到了老板的电话，说有事让我立即到公司处理。我向

老板解释无法赶回公司，老板很生气地挂断了电话。之后，

我也通过微信向老板解释，老板却认为，我这是不服从领导，

要给予处罚。老板真的可以因此处罚我吗？

答复：公司不得强制劳动者加班。《劳动合同法》第三十
一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不得强迫
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其次，加班时间要符合法律规
定。《劳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
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
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
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
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当然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延长工作时间不受前面所讲的限制：发生自然灾害、事故或
者因其他原因，威胁劳动者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需要紧急
处理的；生产设备、交通运输线路、公共设施发生故障，影响
生产和公众利益，必须及时抢修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情形。

醉驾遇交警检查逃离
男子犯危险驾驶罪被判拘役2个月

出纳遭遇网络诈骗
未经核实转账41.9万元

报警追回21.9万元，法院考虑其过错程度判赔偿公司3万元

北京某传媒公司出纳小李遭

遇网络诈骗，在未经核实的情况

下，将41.9万元转出。报警后仅

追回21.9万元。传媒公司将小李

诉至法院，要求小李赔偿经济损

失 20 万元。北京市海淀区人民

法院经审理，考虑其过错程度，近

日判决小李赔偿传媒公司损失3

万元。

我们全家在海南生活工作了二十几个

年头，是这风景秀丽富饶多情的土地养育了

我。每逢春节，我们一家老小就计划着如何

把这长假变成美妙难忘的旅途。

今年计划全家前往上海体验大都市的

春节风情。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

打乱了我们的阵脚。特别是来自武汉的忽

隐忽现，天上地下，令人畏惧的疫情的流言

满天飞，更让人郁郁寡欢、忧心忡忡。临近

年关，让计划出岛的人们的心情更加忐忑不

安，欲罢还休……

我于 2019 年 10 月，回到曾经学习生活

工作了7年的武汉参加同学聚会。那里有我

尊敬的师长、亲爱的同学和曾经一起工作和

生活的好玩伴。一切都在亲情、愉悦、回忆

和无尽的美景美食中享受短暂的幸福时

光！大武汉的美食热干面、豆皮、鸭脖子，一

次一次狂虐我的味蕾，热情、江湖豪气的武

汉就着金秋的凉意，沥沥细雨和面般揉紧同

学、师生、同事的深情厚谊，让人流连忘返！

我们完全徜徉欢聚之中，从未听闻任何关于

新冠病毒的消息。哪知身临武汉的我们，即

将笼罩着新冠病毒狰狞凶恶魔鬼般阴霾中。

几天的同学欢聚之后，我回到海口。随

后 12月份就陆续传来了武汉有人感染肺炎

的消息，但在当时，我们感觉只是个案，没有

引起重视和关注，甚至在武汉的同学们也未

引起足够的重视。

肺炎疫情传言渐渐成为大家茶余饭后

的话题。我们全家过年的入沪游，在有序准

备中，家里一部分人已经先行赴沪，操持好

过年需要准备的一切，等待下一波节前到来

的亲人们的大团聚，为欢度祥和的鼠年春节

积极筹划！期间各种小道消息日渐增多，武

汉SARS病毒再现流言日甚一日，习惯性的警

惕性不时出现在我心中。口罩、消毒液、板

蓝根，这些字眼忽隐忽现，我是否也该做些

准备，以备不时之需。

在离岛之前一天，我特意购买了上百个

口罩，并有模有样地佩戴起来。没想到的

是，在随后的几个月内，戴口罩如同每天吃

饭一样，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口罩竟成为稀缺物资，成了鼠年的年

货。当时笑话我购戴口罩的家人，事后对我

的先见之明赞不绝口。说真的，在去沪之

前，以及去海口美兰机场大厅的一路上，我

一直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是否赴沪？始终

没有明确的答案，七上八下的心情一路伴我

到达浦东国际机场，以至于在乘坐地铁时我

也满脑思绪飞扬，这里有病毒携带者吗？有

没有感冒发烧的？直至到了上海的家，一家

人幸福大团圆，特别是看到92岁高龄满头银

发的老母亲那一刻，我的疑云彻底烟消云

散，暂时忘了疫情传播之忧。

从那时开始，口罩已经悄悄伴随着我们

的日常生活，尽管上海的大街小巷上戴口罩

者依然屈指可数。上海的新鲜空气只能透

过那一层薄薄的滤纸进入我的身体，尽管海

南的空气和负氧离子肯定优于上海的，但入

乡随俗，难得的上海新解空气就如同它的美

食一样，将在春节期间伴随着我们这一四代

同堂的一大家子。上海的桂鱼、荠菜和芹菜

芽是我最期待的美食，春节其乐融融的喜庆

气氛悄然而至。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相信这是中华大

地千百年以来，大年三十最具爆炸性的消

息，把沉浸在春节喜庆之中的14亿中华儿女

们炸醒。疫情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不管是

在家中还是在回家路上的人们，都充满着警

惕、忧虑。这是一个令人紧张的春节！回家

——回到海南我的家，或许是摆在我们面前

最大的难题。

我把我的担心和家里人说了，虽然大家

意见分歧较大，我竟一语成谶。此次疫情爆

发点在武汉，但我在武汉上学时办理的42开

头武汉的身份证，给我的回家之路增添了意

想不到的麻烦。

由于回家心急，我们订了正月初四回海

南的机票，但正月初二及初三，航空公司就

给我连续打电话，说是武汉过来的，是暂时

不能乘坐飞机的。仅凭一个身份证号码就

说我是武汉的，令我十分不满。我做了很多

解释，如我一直在海南工作，近期没有去过

武汉，现在是海南户口，身份证登记的也是

海口的公安机关等等，但对方答复说：“你说

这些没有用，你是武汉的身份证号，和武汉

肯定有关系，我们没时间去查你的行程和经

历，你最好把机票退了吧，回不去海南的。”

这位客服人员的回答让人无力反驳。是啊，

武汉的身份证号怎么和武汉没有关系呢？

在空前的大数据面前也显示国家对疫情管

控措施和力度非同寻常。我当时感觉到沮

丧和短暂的怨恨，但更多的是认可和接受，

在如此之大的疫情面前，一个人的得失和利

益如同这地球上的一粒尘埃，渺小显现在显

微镜下。现在看来，这个42开头标准湖北且

是武汉的身份证虽让我吃了不少苦头，但在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全国之力防

控与新冠病毒战斗，力挽狂澜，大灾大疫之

中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个人的一

点不顺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心中顿时涌起

一股自豪感。大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的人

民，不是单个在战斗，远离武汉的我也在和

你们并肩作战，和你们命运息息相关。

我们把初四的机票退了，随后我们在初

六又不甘心买了初八的机票，可是在初六下

午和初七，航空公司依然打来了电话，说你

怎么又买机票啊？不是告诉你不能乘飞机

的吗？尽管我把那些原因又诉说了一遍，言

语中又多了一份怨屈和可怜，希望能博得同

情，仍然没有打动航空公司客服，后来我才

了解到原因并不这么简单。

到了初八，我和家人提前三个多小时到

了浦东机场，想努力做机场人员的工作能否

放行。家人们很快办理了登机牌，唯独我被

卡了下来，我向漂亮的客服小姐诉说我的特

殊情况，客服小姐把手一摊，做了一个同情

的表情，显示她毫无办法，原因是航空公司

不出票，无法办理登机手续。于是我给航空

公司客服打电话，给我认识的航空公司领导

打电话，得到的答复都是政府有令，对湖北

人员不能放行。于是，我给上海市政府热线

打电话求助，热线服务生很耐心很热情地听

完了我的长篇诉说，最后答复一句：“哦，你

是海南的啊，去海南啊，那我们上海这边管

不了。”我一阵语塞，顿时感觉口干，想喝水

也不敢摘下口罩，灰心丧气、失望至极，冤屈

憋屈等都一一感受，海南的家竟然回不了，

那时作为一个大男人真是无助得想哭啊。

家人说要是走不了，你就在上海待着吧，

等到解封。我还不甘心，把最后的希望寄托

在海口市政府服务热线上，于是我打通了服

务热线，得像祥林嫂一样又一次诉说我的故

事，但这次海口市政府热线给了我回家的希

望，幸亏认识热线的一个领导，她出主意给了

我回家的最后的希望。于是我找到了在政府

工作的小师弟，简单说了情况，这位师弟爽快

地做出担保决定，也说了一番安慰我的话，特

殊时期政府必须这样才能有效控制疫情等。

不久，我就接到了机场放行的通知，我一阵欣

喜若狂啊，激动加感动溢于言表。

在飞机上，回忆艰辛过程，庆幸好事多

磨。两个小时后，飞机到达海口美兰机场，

我和家人们下飞机直奔出口，眼前一幕又让

我感慨和惊奇，出口处有公安、机场、医院及

卫健委的人员严阵以待，除了量体温之外，

还检查身份证，我是武汉的身份证号码自然

被拦下盘查。公安人员严厉地询问我有无

去过武汉、有没有接触武汉人员、都去过啥

地方，同时分别做了网络和书面登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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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当下的艰难回家路
□李友准

做出签名承诺，同时嘱咐要在家主动隔离14天，否则一旦有

事会承担法律后果。在机场竟也花去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也明白机场公安的语中含义，主动在家隔离。那段隔

离时间，我真的连家门没有出。尽管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我

一直没有抱怨，相反，我看见了海南、武汉和中国的防控力

度、看到了举国战胜病毒的希望，因此尽情释然！

这场空前的病毒疫情防控，展示了中国的强大的执行力

和政府对人民生命至高无上的关爱和保护。疫情一开始，中

央就发声一定要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紧跟着一系列

的举措让人感受到各级政府的执行力，不仅这么说的，也是

这么做的。一个个振奋人心、感动落泪的举措让我们由衷地

感受到，生活在祖国怀抱里是无比的安全和自豪。比方说封

城令、居家隔离、一个省支援湖北一个市，火神山、雷神山医

院的快速建立、大批方舱医院的设立、应收尽收措施的落实、

一定要床等人、不能人等床、国家免费诊断治疗等，让人不止

一次地感动。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情有义、讲情讲义、重情重

义的国家里，大灾大难面前政府的一系列举措和应变能力，

是检验制度优越与否的试金石。在我们国家，不管是小孩还

是百岁的老人，都是平等相待、一视同仁。从不放弃任何一

个病人，都在竭尽全力地抢救治疗每一个病人，我们看到对

所有生命高度尊重的伟大祖国。相比一些西方国家，追求

“自由”的抗议、不戴口罩的无知、被放弃治疗的老人的悲伤

逝去，还有主动拔掉呼吸器让给年轻人的“民主自由的高尚

壮举”！除了对他们一阵阵的寒心和悲伤，我们感受到我们

伟大国家的团结、自律、互帮互助一致抗疫的高尚情怀和伟

大的协作精神。

在这次大疫情面前，我们看见一幕幕动人的场景，感人的

画面！84岁钟南山院士再度出山、美丽医护人员光头出征和

被防护装置刻下的勒痕、外卖小哥的无私奉献、防疫人员的不

辞辛劳、包一年家务四川帅哥的最美情话、武汉人民自发高唱

国歌的场景，还有无数自觉居家隔离的并自创自演各种笑剧

的乐观的中国数亿人民，这些是民族精神的高度体现。

2020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新冠肺炎改变了整个世

界，来势凶猛，且目前也看不出何时结束。它改变世界格局、改

变了人的生活模式，检验着一个又一个国家在大疫情面前的各

种能力。它带给世界的是一个漫长而寒冷的黑色冬季，肆意横

行，吞噬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给无数家庭带来了痛苦和灾难，

毁灭多少人的理想和希望，但也给人类一个警醒。在谐音“爱

你爱你”的2020年爆发这场大瘟疫，总让依然健康活着的我们

更多的思考，我们在庆幸亲人和朋友健康平安的同时，也要抚

慰众多在这场灾难中受到伤害的心灵。我们要做的是爱护地

球上一切生物，禁吃野味、停止战争、停止有害地球的各种试

验，共同维护生态平衡、共同爱护我们的地球。

我们不仅要爱并保护好自己，还要爱和保护好家人、朋

友、同事以及周边的所有人，只有建立这样一个有爱、有情、

有义的命运共同体，我们才能有效对付各种病毒的侵害。我

们坚信，寒冷的冬天阻挡不了春天到来的脚步，我们共同期

待疫情彻底结束，美好生活终将到来。

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在全球性灾难来临之际，人类

只有团结一致，共同抗疫，才能最终战胜灾难，保护我们共同

的家园，而不是尔虞我诈，漠视生命，恶意甩锅，推诿责任，耍

政治流氓。在大灾大疫面前，在全球疫情流行当下，没有哪

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唯有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抗

疫，战胜疫情，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才能让世界人民过上

美好的生活！世界人民才能幸福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