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律咨询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周双 2018年5月9日 星期三
文教·法治 08

主编 刘正勇 副主编 万朝晖
采编统筹 朱春先 责编 陈佳婧 美编 周双法制周报微信公众号

出品

问：我入职一家公司后，为能
在一年劳动合同期内留下好印象
续签合同，不仅工作卖力，每天比
同事们早到公司。 下班后也经常
主动推迟至少半小时继续工作。
多次受到公司领导表扬。

但是，3个月前， 当我的劳动
合同到期后， 公司却坚持让我离
职。 我气不过遂以自己的加班记
录为凭据， 要求公司支付一年来
的加班工资，公司拒绝了。若我向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能
否得到支持？

法律专家回复： 你虽有加班
工作的事实， 但不属于劳动法律
法规意义上的加班， 因此无权索
要加班工资。一方面，你的行为不
符合劳动法律法规意义上加班的
构成要件。法律意义上的加班，是

指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完成劳动定
额或规定的工作任务后， 根据生
产或工作需要安排劳动者在法定
工作时间以外工作。 时间要件、工
作要件和单位需要这三个要素缺
一不可。你提前或推迟下班，是在
正常工作时间之外，但并非是公司
所要求。另一方面，你应当承担不
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三）》第9条指出：“劳动者
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
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
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
在的证据， 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
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 由于公
司否认你的行为属于加班，你的加
班记录只是单方行为，故不能证明
你的所作所为是公司安排的。

问： 我于2017年10月在某健
身俱乐部健身锻炼， 通过与某教
练的接触，办了一张“年卡”，并一
次性交付了1.3万元“年费”。某教
练成为我的“私教”，“陪练”一次
260元 。2017年12月中旬 ，我多次
未见到某教练 ，经询问 ，得知他
已辞职， 俱乐部给我换了教练。
我与新教练配合不甚融洽，且我
发现自己的 “健身记录 ”与实际
情况不符，我多次与俱乐部交涉
要求退还剩余“押金”被拒，我该
怎么办？

法律专家回复： 你与俱乐部

之间属于“服务合同”关系，而由
某教练作为你的“私教”的“一对
一” 的服务是双方达成合意的核
心，即服务合同的基础，某教练辞
职后， 俱乐部有及时通知你的义
务，更换新教练应得到你的同意；
俱乐部私自改动你的健身记录的
行为，则侵犯了你的财产权益，是
严重的违约行为。 俱乐部方面不
但存在侵犯你财产权益的行为，
也违背了民事活动应遵循的诚实
信用原则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应
尽的义务， 因此， 你可以要求退
费，甚至提起民事诉讼。

俱乐部私改消费记录
我可要求退费吗

主动加班 能否索要加班工资

法制周报记者 庹妮妮

2017年1月3日晚上9时， 张晓云
（化名）开着自己的小车，按照李斌（化
名）的吩咐，准备接上他后，一起去长
沙市八一路附近的某门店送“货”。没
想到，一到李斌租住的楼下，就被民警
逮个正着。

原来，张晓云车上的“货”，是370
条假烟。从2016年5月起，李斌多次通
过微信转账的方式，从广州一男子（具
体身份不详）处购得假冒伪劣卷烟后，
通过物流运至长沙， 然后安排张晓云
接送“货”，再将假烟销售给他人。

近日，法院对李斌、张晓云涉嫌非
法经营罪一案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
李斌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 张晓云获
刑9个月。

顾客邀请运“货”被查处
“年近五旬的张晓云不是长沙人，

初中毕业后来长沙谋生。”张晓云的辩
护人、广东国晖（长沙）律师事务所律
师周爱龙告诉记者，没有学历，也没有
一技之长的张晓云，一直在长沙跑摩
的为生。

据张交代，他和李斌是在2015年
认识的。“李斌常坐我开的摩的，我们
就熟络了，还互相留了电话号码。”

“2015年11月，李斌打电话给我，
要我帮他拿4件‘货’回来。”根据张晓
云的交代，当他骑车帮李斌拿“货”的
时候，正好碰到烟草专卖局的执法人
员。“他们告诉我拿的4件‘货’ 是假
烟，要我举报李斌的违法犯罪行为，于
是我就带烟草局的人来到了李斌住的
地方。”

据张晓云供述，烟草局执法人员
带走李斌后，就让他走了，他也就与李
斌断了联系。

明知故犯成犯罪“帮凶”
张晓云再一次联系上李斌，是

2016年5月。“李斌打电话给我， 问我
是否还在开摩的，让我帮他继续接假
烟，送到他住的地方或者别人的门店

附近， 还许诺我每接一次或者送一次
就给我运费。”

张晓云交代，因为此前送烟被抓，
起初， 他并不愿意帮李斌。 但李斌承
诺，“不用担心， 出了事情算我的”，张
晓云又接下了这单生意。

“骑电动车接、送一次都是20元
运费，开汽车接一次是80元，送一次
是50元。” 张晓云供述，“这一次几十
元的运费比我平时跑摩的来说赚得
多，我就答应了。”

于是，从2016年5月份左右，张晓
云开始帮李斌去物流公司接“货”。“每
次都是李斌打电话给我， 告诉我物流
公司地址，他将货物物流编号告诉我，
我直接去物流公司取‘货’。” 张晓云
说。他接的最少的一次是3件，最多的
一次是11件。 假烟数量比较大时，他
就用自己的小车接送假烟。 假烟有很
多品牌， 基本都送到了火车站等地的
门店附近。

周爱龙告诉记者， 从2016年5月
到2017年1月3日两人被抓，张晓云总
共从李斌处得到5000余元运费。

以非法经营罪获刑9个月
2017年1月4日，张晓云被刑事拘

留，同年1月20日被逮捕，随后被检察

机关以非法经营罪起诉。近日，法院依
法适用简易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
庭审理了此案。

周律师告诉记者，开庭前，她曾
会见过张晓云。张晓云对自己的行为
感到十分后悔。开庭时，他不想让老
婆和儿子来旁听。张晓云认识到自己
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愿意痛改前非，
重新做人。

法庭上，两被告人李斌、张晓云对
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和犯罪事实均表
示无异议。周爱龙在发表辩护意见称：
“本案中，张晓云开始并不愿意帮李斌
运输，在李斌的极力劝说，并保证出事
与张晓云无关的情况下才答应。 张晓
云只是收取了正常的运输费用， 并没
有从运输、 销售运输的假烟中直接获
取较大的非法利益， 为非法经营行为
起到了较小的辅助作用。”她恳请合议
庭秉着教育、挽救、感化的原则，践行
现代刑罚理念， 对张晓云实施较轻的
处罚，给他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
机会。

最终，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李
斌、张晓云结伙销售伪劣卷烟，非法经
营数额为121730元，因被告人的行为
同时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 非法经营
罪， 依照处罚较重的非法经营罪定罪

处罚，2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
营罪。张晓云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且
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悔罪态度好，
可以从轻处罚。

据此，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李斌
犯非法经营罪， 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被告人张晓云犯
非法经营罪， 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扣押的假冒伪劣
卷烟627条，由公安机关负责处理。

一趟运费几十元 一朝入狱悔难当
摩的司机运假烟获刑9个月 律师：不可抱侥幸心理触碰法律底线

切莫贪图小利
助纣为虐

“贩卖假烟不只是违背了职业
道德，更是一种违法行为，情节严重
的触犯刑法。” 周爱龙告诉记者，销
售假烟根据具体数额确定承担的法
律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 如果贩卖假烟
销售数额达到5万元以上的，将构成
销售伪劣产品罪。此外，根据其犯罪
情节和数额、性质等，也可能构成非
法经营罪，侵犯注册商标罪等。当行
为人故意制造、销售伪劣产品，销售
金额达到法律规定的5万元以上时，
即成立犯罪；销售金额不满5万元的
制售伪劣产品的行为一般属违法行
为， 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给
予行政处罚。

她提醒市民： 切不可抱着侥幸
心理触碰法律的底线。“第一次张晓
云帮李斌运送假烟没有被法律制
裁， 是因为他主观上并不知道运的
是假烟， 且运货的数量也未达到定
罪量刑的数额。但第二回就不同了，
张晓云明知运的是假烟， 仍然铤而
走险，加上总的买卖数额较大，触犯
了《刑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所以，莫为了贪图小利而助纣
为虐， 否则最后害的还是自己。”周
爱龙说。

■律师说法

（资料图）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周瑾容

5月5日，湖南省医学会急诊医学
专业委员会2018年学术年会在岳阳
召开， 来自全省各级医疗机构的近
500名急诊人共同发出现场救护3项
倡议： 每一家医院的急诊科都带头开
展第一目击者培训； 每一个急诊科医
师都成为培训者和志愿者； 每一名急
诊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都积极参加和组
织区域内的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行动
联盟。

会上， 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二科
主任张义雄、 张家界市人民医院龚辉
等10位医生获得首届十佳急诊医生
的称号。

现场救护，急诊医生先行
随着疾病谱的变化， 心脑血管疾

病、肿瘤、创伤和意外伤害等成为死亡
的重要原因。据不完全统计，每10秒

就有1人死于心脑血管疾病， 我国有
54万人发生猝死，80%发生在医院外，
抢救成功率不到1%。湖南省医学会急
诊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人
民医院院长、国内著名急救专家祝益民
介绍，近年来，急救体系建设受到越来
越多的重视，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仅仅
依靠医院和医务人员是远远不够的，现
场是急救体系内和院前、 急诊、ICU等
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环节。

作为急诊医生， 向群众普及急救
知识，传授急救技能是职业要求，也是
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针对国人急救
意识较为薄弱的现状， 祝益民教授开
创性地提出在伤病突发的第一现场，由
第一目击者在第一时间作出正确的反
应的“三个一”现场救护理念，将每年1
月11日设为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行动
日，成立“第一目击者联盟”，建立湖南
首个省级急救科普基地，设立急救培训
小屋，持续开展广泛的急救普及公益宣
教活动，培训普通群众近2万人。

本次大会开设了创伤急救、 无创
血流动力学、 胸痛中心建设与急诊科
能力提升论坛和急诊新进展等9个专
场。 专家们围绕急诊学科建设和能力
提升、医疗风险防范、院前急救、以及
创伤、胸痛、中毒等急诊常见危急重症
进行专题发言和学术讨论。

急诊医生要成为能打
胜仗的“特种兵”

急诊医生坚守在发病急、病情重、
变化快、风险高的医疗最前线，业内也
常有“最苦最累是急诊” 之说。

但我国公众急救普及与发达国家
相比较，还存在很大差距，受过训练的
第一目击者仅1%左右。作为湖南省医
学会急诊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
位， 湖南省人民医院近年来在急诊学
科建设和急救能力普及方面开展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举办应急救援、呼
吸支持、CRRT、气道建立、心肺复苏
团队合作等多种形式的培训班， 提升

基层医院急诊专科医生能力；2010
年，在省内率先成立呼吸治疗组，作为
“湖南省呼吸治疗培训基地”与加拿大
汤姆逊大学联合培养呼吸治疗师。每
年举办呼吸治疗师培训班，培训1000
多名呼吸治疗师； 建立国家级胸痛中
心和创伤中心、卒中中心，推行“五个
优先”举措畅通急诊绿色通道；多方位
开展急诊医学科普活动， 做到急救知
识培训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机
关、进基层。

此次， 以湖南省医学会急诊医学
专业委员会的名义发出3项倡议，号召
所有“急诊人” 走在急救普及的最前
列，成为参与者、引导者和培训者、传
播者。祝益民说，急诊医生要成为生命
救治战场上能打胜仗的“特种兵”，要
充分发挥湖南省医学会急诊医学专业
委员会的平台作用，加强学术交流，培
养专业人才，接轨国际前沿，带动指导
基层， 为推动我省急诊医学发展积极
努力。

“急诊人”发出现场救护3项倡议
科教前沿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王冬娜）“昔闻洞
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
乾坤日夜浮……” 昨日的岳阳市
岳阳楼区东方红小学， 被诗意与
书香浸染。 舞台上，20多名身着
汉唐装束的小学生， 边表演边吟
诵唐宋诗篇，引得台下5000多名
师生、 家长及来自城区宣传、教

育、文化执法代表们齐声唱和。
当天，岳阳市“扫黄打非·护

苗2018”绿书签行动启动。岳阳
市委、 市政府领导为学生代表送
去了“绿书签”。岳阳市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局现场发放5000余张
“绿书签”，岳阳市新华书店将“流
动图书馆”搬进了校园，让师生零
距离接触新书好书。

岳阳“护苗2018”行动进校园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记者 龙文泱）
今天，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益阳市赫
山区原益阳市轴承厂内举办考古工地
开放日活动， 向社会各界展示枇杷树
山墓群考古发掘成果。

枇杷树山墓群共分布有楚墓100
多座。2017年12月至今，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联合益阳市文物管理处、赫山区文
物管理所对枇杷树山墓群进行了全面
的抢救性考古发掘， 发掘墓葬86座，其
中战国晚期墓葬82座，另有六朝墓葬1
座、宋代墓葬2座、明代墓葬1座。

记者在现场看到， 考古发掘工作
已进入收尾阶段，少数墓葬还在清理。
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 分为仿铜陶礼
器和日用陶器两种不同组合， 仿铜陶
礼器组合以鼎、敦、壶组合为主。此外
还有铜器、铁器、琉璃器等。一座正在
清理的墓葬底部， 一把静卧的铜剑泛
着翠绿色的铜锈。 它彰显着墓主人的
身份，在此次发掘中仅发现两把。

“从出土遗物来看，枇杷树山墓群
埋葬的很可能是当时生活在益阳县城
的平民和中下层贵族。”益阳市文物管
理处考古专家邓建强分析， 当时益阳
与长沙和荆州的联系不多， 墓葬的主
人大多数是当地的楚人， 但从发掘出
的古越人经常使用的铜刮刀来看，也
有少数融入楚人生活的古越人。 还有
一个特点是，当时益阳地区流行厚葬，

但受经济条件限制，人们用铜剑格（剑
身与剑柄之间的护手） 等部件代替铜
剑随葬。

考古队领队何赞告诉记者， 枇杷
树山墓群北面1.5公里处就是被评为

“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
兔子山遗址， 兔子山简牍的发现证实
该遗址属于战国以后益阳县治所在。
益阳市区范围内历年发掘清理过
2000座左右战国至秦代的墓葬，兔子

山遗址周边的墓葬与楚秦时期益阳县
治所在相匹配，而越接近兔子山遗址，
墓葬的等级就越高。 枇杷树山墓群的
发掘为研究楚秦时期益阳县治以及益
阳地区楚墓提供了新的考古学资料。

�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陈文美）虚拟现实、
人工智能……5月5日至7日，在
北京举行的第三届全国基础教育
信息化应用展示交流活动中，长
沙市雨花区长塘里小学受邀参
展， 其展示的教育信息化创新成
果，受到观众好评。

据介绍，该校2013年在全省
率先启用智慧校园大数据平台，
包括智慧课堂、在线资源、五美评
价、 家校共育等板块， 形成了学

生、教师、家长、学校、社区五位一
体互动育人模式。

近年来， 雨花区投入近2亿
元， 用于推进各学校教育信息
化，普及一体机、平板电脑等智
能教学设备，积极探索云教学平
台等新技术应用，建设47所市级
以上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目
前，该区已成为我省首批现代教
育技术实验区，也是教育部认定
的教育管理信息化标准应用示
范区。

雨花区投巨资推进教育信息化两千年前平常物 今朝出土惊世人
益阳枇杷树山发现大量楚墓 为研究楚秦时期益阳县治提供新资料

� � � � 5月8日， 益阳
枇杷树山墓群考古
工地，省市文物专家
及市民参观古墓群
及部分出土文物。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易禹琳）近日，由潇湘电影集团有
限公司等联合出品的电影《香港
大营救》在长沙举行全国公映礼。
这部历时5年制作、情节惊险跌宕
的影片，讲述了1941年底以叶文
强为代表的仁人志士在日寇控制
下的香港对我国文化名人邹韬
奋、蔡楚生等人展开生死救援，虎
口脱险的故事。

据悉，《香港大营救》 脱胎于

真实的历史事件。 这场由周恩来
直接领导， 廖承志具体指挥的大
营救，历时近200天，足迹遍布全
国11个省市，行程更是达万里以
上。 曾亲身经历这段历史的茅盾
将其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
救工作”。导演刘一君表示，这部
爱国主义电影是在民族崛起的当
下， 对国破家亡中仍不屈不挠地
抗争、 坚守民族之魂的先辈献上
的祭礼。

《香港大营救》公映

� � � �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王宇 ） 5月7日下
午， 在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数
控实训车间，全国劳模、湖南兵器
资江机器有限公司数控加工中心
操作员文力， 对即将代表湖南参
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选手
进行手把手的示范操作。

本周为全省职业教育活动
周， 湖南工业职院以这场卓越工
业文化讲坛之“大国工匠进校园”
为首场活动， 文力和师生们分享
了他从普通员工到省级技术能
手， 从数控工人到全国劳模的成
长经历。活动现场，文力还带来了

他加工的产品，展示了他的“技术
绝活”，诠释了劳模精神和工匠精
神。

该学院党委书记刘建湘介
绍， 下一步将聘请文力在校内建
立“文力劳模创新工作室”，同时
持续邀请劳模、工匠进校园，深入
推进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培养行
业需要的劳模和工匠。

据悉，在活动周期间，该校还
将进行学校改革发展成果展示、
专业社团风采展示、 大国工匠进
校园、 走进社区志愿服务、2018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比赛开放日等
系列活动。

劳模进职院宣讲工匠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