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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海事法院依法适用先予执行制度合法合情办案

律师进社区

农民工拿回欠薪 安心回家过年
努力在合法前提下
解决直接关系民生现实问题

能否裁定先予执行
遇到法律适用方面瓶颈
今年年初，
天津海事法院巡
回审判庭在收到河北省某法院移
送的一起海洋开发利用工程款纠
纷案后依法立案，
原告方提交了
书面先予执行申请，称：工程早
已完工多年，
但上亿元工程尾款
迟迟不能到位，
虽经原审法院一
审判决胜诉，
但二审被发回重审
并移送天津海事法院审理。垫
付大量资金的当事人和苦等工
资的农民工已经两年诉讼程序，
现案件又重新进入一审程序，
已
达到经济、
精神压力的极限，
大量
农民工长期轮流守在原告公司讨
薪。恳请法院先予执行无争议的
部分工程款 3200 万元，
以在春节
“年关”
之前支付拖欠多年的农民
工工资，
救急于水火。
法院收到申请后立即进行
审查，
但能否裁定先予执行遇到
了法律适用方面的瓶颈。首要

的难题是，
当事人主张的申请事
项是农民工的劳动报酬，
虽然属
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
规定的先予执行的案件类型，
但
农民工不是本案的当事人，
原告
申请的款项是否符合此类工程
中合理的人工成本没有相关事
实予以支持。另一个难题是，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七条规
定了先予执行应当符合的条件，
其中包括
“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
关系明确”，可是案件虽然经过
原审法院判决，但二审发回重
审，
并无生效法律文书对当事人
的权利义务作出认定，
且案件涉
及工程发包方至实际施工人链
条中的五方当事人，
移送海事法
院立案只有几天时间。合议庭
就证据材料、
实体审理等问题尚
未阅卷合议，不能满足“权利义
务关系明确”
的法定要件。

相关链接
先予执行，是指人民法院终
局判决之前，当事人为解决权利
人生活或生产经营的急需依法提
出先予执行申请，由依法裁定义
务人预先履行一定数额的金钱或
者财物等措施的制度。由于先予
执行是法院在作出裁判前就进行
的程序，适用范围和条件具有严
格的要求。
根据《民诉法》的规定，先予

记者 田敏 摄
日前，天津海事法院在一起自
河北省法院移送立案不久的海洋开
发利用工程款纠纷案中，依法适用
先予执行制度，裁定发包方向实际
施工人在未付工程款范围内先行给
付 1000 万元用于发放拖欠的农民工
工资。众多家住河北省的农民工在
工程验收合格长达三年半之后，在
春 节 前 拿 到 了 工 资 ，启 程 回 家 过
年。工友们自发送来“执法廉明 体
恤民情”
“ 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两面
锦旗，感谢法院合法合情办案，在年
关之际送来
“救命钱”
。
记者 田敏 通讯员 郭建君

一边是法律的明确规定，
一边是当事人、
农民工的迫切
需要，法官们迅速合议，在法
律框架下寻找法条、
事实和情
理的契合点，
努力在合法的前
提下解决直接关系民生的现
实问题。一方面，
法院要求原
告提供人工成本核算、
发放的
具体账目明细以及所涉农民
工的个人信息，
并向围堰类工
程专家咨询此类工程人工成
本所占比例情况，
核实原告申
请金额和用途的客观真实
性。同时，
迅速组织五方当事
人召开协调会，
就先予执行申
请事项征询各方当事人的意
见，并动员各方相互体谅，尤
其是理解年关前农民工的生
活困难，
本着和谐友善的精神
在不影响自身权利的情况下
尽可能予以配合。在各方当

什么是先予执行？

执行的范围仅限于第一百零六条
规定的范围，
具体包括：
（一）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
育费、
抚恤金、
医疗费用的；
（二）追索劳动报酬的；
（三）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
行的。所谓的情况紧急，主要是
指 下 列 情 况 ：需 要 立 即 停 止 侵
害 ，排 除 妨 碍 的 ；需 要 立 即 制 止
某项行为的；需要立即返还用于

事人的理解支持下，
法院综合
各方的书面意见，
在尚未开庭
的情况下确定了无争议工程
款金额这一关键事实。人民
法院和案件中互存争议经年
未决的各方当事人，
共同在农
民工带薪回家过年的朴素追
求和法律条文之间搭起了和
谐之桥。
法院的先予执行裁定作
出后，当事人积极配合进行
支付。工友们迅速拿到了部
分工资，也看到了合法权利
必将得到保护的希望，可以
安心回家过年了。
本案已定于 3 月下旬开
庭，法院将依法公正审理案
件，以公开程序保护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努力让人民群
众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义。

记者手记

购置生产原料、生产工具款项的；
追索恢复生产经营急需的保险理
赔费的。
根据《民诉法》第一百零七条
的规定，先予执行必须满足以下
条件：
（一）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
系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
申请人的生活或者生产经营；
（二）被申请人有履行能力。

采访中，巡回审判庭郭
庭长告诉记者，先予执行通
俗说来建立在“紧急情况”的
基础之上。该案件中，在春
节这个特殊节点，农民工是
否能开心地回家过年是最重
要的，
“可能他们在乎的不仅
仅是钱，更是自身合法权益
是否能得到保障。”郭庭长表
示，法官的工作职责之一就

是调节矛盾，可是矛盾很多
时候并没有那么容易化解，
司法难、执法难，这些问题都
需要每一位法官去攻克。当
法官们既讲法理，又讲情理，
就能够化解难题，达到案结
事了人和的社会效果。另
外，郭庭长建议，一旦遇到类
似讨薪事件，应该积极配合
法院提交材料，
理性处理。

市民来电

“年假过期作废”合法吗？
小曹在开发区一家企业工作，她所
在的单位去年缺人手，她便承担了两个
人的工作量，所以没顾得上休年假。今
年 1 月，小曹想起了自己去年没休年假
的事情，
于是想趁过年把年假休了，
然而
请假的时候领导却称：
“你自己忘休了，
去年的年假可就逾期作废了，公司有规
章制度。
”
小曹很生气，
索性提出辞职，
但
她觉得应该把年假的问题算清楚，
“没休
的 5 天年假应该计算成工资补给我！”

年休假必须主动申请才有吗？
中岳律师事务所的潘玉华律师说，
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规
定，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
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
假。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
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
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
安排年休假。用人单位确因工作需要
不能安排职工年休假或者跨 1 个年度
安排年休假的，应征得职工本人同意。
即使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规定休假需
员工主动申请，在员工未提出申请的情
况下，亦不能免除用人单位主动安排员
工休假的义务。

单位规定年假过期作废不合法
潘律师说，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第二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
户等单位的职工连续工作 1 年以上的，
享受带薪年休假。可见年休假属法定权
利，任何单位不能采用任何形式剥夺或
限制，并没有相关法规规定年假逾期就
作废。
而小曹提出的补偿也是合情合理
的，
员工在上一个休假年度未休假，
根据
相关规定，
可采用两种处理方式，
一种是
劳动双方协商将上一个休假年度未休年
假天数按照折现的方式支付劳动者年休
假工资，即按照其日工资收入的 300%支
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注：300%包含
用人单位已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
资收入）；
另一种则是在下一年度为劳动
者弥补上一年度未休假天数。
另外，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
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
用人单位安排职
工休年休假，但是职工因本人原因且书
面提出不休年休假的，用人单位可以只
支付其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这条
规定唯一能视为员工放弃年休假的情
形，
是用人单位主动安排时，
员工书面提
出不休年休假。但提醒用人单位注意，
这里所指的“放弃”是明示放弃，用人单
位还负有举证义务，需提交员工书面放
弃年休假的证据才是劳动者真正放弃年
休假。
时报记者 张玮

古林司法所举办迎新春文艺演出

践行十九大
筑梦新古林
时报讯（记者 刘纯）为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打造精准普法品牌，丰富社区
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气
氛，日前，滨海新区司法局古林司法所联合古
林街福汇园社区共同举办“践行十九大 筑梦
新古林”
2018 年迎新春法治文艺演出。
司法所工作人员、社区服刑人员和社区
居民共同表演了诗朗诵《司法警察赞歌》、
《感
恩母亲》、歌舞《军中姐妹》等十个节目。在新
春来临之际，大家欢聚一堂，共享文化盛宴，
为社区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和节日气氛。
演出现场司法所长与五名社区服刑人员共同
为三名困难服刑人员结对帮扶捐款 3000 元。

“

如 今 ，互 联 网 已 经 融 入
人们的衣食住行，然而，互联
网在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个人信
息也遭到了大量泄露。近日，广东
省大埔县人民法院对一起非法购买
公民个人信息，
随后倒卖给他人的案
件进行公开宣判，涉案的三名嫌疑
人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均被判
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 4000
至 6000 元不等。 时报记者 张玮

新闻链接
2016 年 1 月，在某通讯公司上
班的钟某，接到了催收公司业务员
陈某的电话，催他在限定日期归还
信用卡欠款。钟某无力还钱，陈某
就对钟某威逼利诱，让钟某帮他查
客户资料。陈某通过微信把要查客
户的姓名或身份证号码发给钟某，
钟某通过公司内网帮陈某查客户资
料后拍照发给陈某。陈某收到信息
后再按每条 30 元至 100 元不等的价
格通过微信转账给钟某。陈某把非
法购买的公民个人信息一小部分用
于自己的催收工作，大部分信息再
转卖给他人，
从中获利。
同年 6 月，章某通过朋友介绍，
认识了陈某。陈某知道章某在某通
讯公司上班，便主动提出向章某购
买通讯公司内部系统中机主的相关
信息，
章某因吸毒需要大量资金，
便
同意了。至 2017 年 7 月 19 日，钟某
和章某利用工作便利非法获取机主
信息、机主定位、通话清单等公民个
人 信 息 出 售 给 陈 某 ，从 中 获 利
11000 余 元 ，陈 某 倒 卖 信 息 获 利
8500 余元。
（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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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机构应与
服务对象签协议书
在上一期的《律师进社区》栏目中，
对申办
人申请筹办社会福利机构的相关要求进行了
解答，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市民谢女士说，她
的父亲主张到养老院生活，
她想知道养老院属
于社会福利机构吗？如果老人到养老院生活，
自己是否要签订一些文件？
解答：首先，
社会福利机构是指国家、
社会
组织和个人举办的，
为老年人、
残疾人、
孤儿和弃
婴提供养护、
康复、
托管等服务的机构。其次，
社
会福利机构应当与服务对象或者其家属（监护
人）签订服务协议书，
明确双方的责任、
权利和义
务。此外，
社会组织和个人兴办以孤儿、
弃婴为
服务对象的社会福利机构，
必须与当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共同举办；
社会福利机构收养
孤儿或者弃婴时，
应当经民政业务主管部门逐一
审核批准，
并签订代养协议书。 时报记者 刘纯

社区律师
宏达园社区

敬东律师事务所

殷秋颖 电话 13752188392

西邻村社区

律云律师事务所

徐方刚 电话 13132118746

滨海智谛山社区 律云律师事务所

陈 曦 电话 15122311981

滨海西区社区

奕能律师事务所

徐娜平 电话 13920517351

石油南区社

瀚阳（滨海）律师事务所 胡晓红 电话 13032232837

哪些情况
单位可约定离职违约金？
说事儿热线：
66336097 微信：
13512463060
最近，在一家公司工作的小关决定辞职，
但是单位却和他提出了违约金的问题。小关
说，他入职两年，去年参加过单位一个专业培
训，
现在他辞职，
单位说他违约了，
需交纳违约
金。他想了解一下支付违约金有哪些情况。
说法：根据《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
定，需要支付违约金的情况有两种：
第一种是服
务期，
就是说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
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约定违约
金。如果小关的情况符合这一点，
有可能涉及到
违约金的问题。另外专项培训费用也有严格的
限制，
一般如飞行员培训或其它特殊技能培训等
才适用这条。普通的互联网公司开一些技术培
训课程，
一般不可适用此条。第二种情况就是保
密义务和竞业限制，
就是说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
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
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对负有保密义
务的劳动者，
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
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
并约定在解
除劳动合同后，
在竞业限制内给予劳动者经济补
偿。劳动者违反这个约定的可以支付单位违约
金。除了以上两种情况外，
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
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
时报记者 张玮

新区司法局到看守所调研
提升刑事法律援助水平

利用催收
获取出售个人信息被判刑
个人信息都包括哪些？
天津星伦律师事务所
的曹志平律师说，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第 一 条 ，
《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
定 的“ 公 民 个 人 信 息 ”,是
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

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
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
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
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
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
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
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
迹等。
也就是说公民的个人

信息包括个人的基本情况
如 公 民 的 姓 名 、住 址 、电
话 (包括手机用户信
息 )、身份证号、个人身份
或房地产权证件复印件、
个人履历、病史等。另外，
教育背景、学习经历，甚至
性格特长等也都属于公民
个人信息的范畴。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有哪些立案标准？
有 市 民 提 出 疑 问 ，总
能接到骚扰电话，对于这
种情况在法律上够成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罪吗？其立
案标准又是什么？
曹律师说，
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就是非法获取公
民个人信息罪，
是指通过窃
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
取公民个人信息，
情节严重
的行为。公民的个人信息
为本人所有，
若不法分子从
不正当的途径取得公民的
个人信息是要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的。

这里所说的非法手段
的认定应该具备：是违背
了信息所有人的意愿或
真实意思表示；是信息获
取者无权了解、接触相关
公民个人信息；是信息获
取的手段违反了法律禁止
性规定或社会公序良俗。
《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
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
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
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违反国家有关规
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
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
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
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
定从重处罚。窃取或者
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
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
款的规定处罚。单位犯
前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
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
定处罚。

时报讯（记者 刘纯）近日，为进一步提升
滨海新区刑事法律援助水平，
加强法律援助律
师值班工作，滨海新区司法局相关领导带队，
与滨海新区公安局预审监管支队二大队负责
人共同到滨海新区第一看守所进行调研。
通过调研，
新区司法局将从三个方面提高
刑事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第一，
巩固并完善新
区各看守所法律援助工作站建设。健全值班律
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制度，
加强与公安部门沟通
配合，
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享有获得法
律援助和法律帮助的权利。第二，
实现值班律
师服务精细化。针对特殊群体需求，
安排女律
师和了解青少年身心特点的律师为女性和未成
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和法律帮
助。第三，
加强值班律师培训。围绕服务规范、
服务能力和职业伦理，
开展人权司法保障国际
及各国立法规定培训，
组织学习刑事法律援助
相关标准准则及多边文件，
进一步提升刑事法
律援助服务水平。

汉沽检察院立体化措施过“廉”节
时报讯（记者 许卉）春节来临，为确保
“廉”
节，
汉沽检察院以“督”
“警”
“禁”
“育”
为抓
手正气清风，
形成安全、风清的节日氛围。
日前，
汉沽检察院对值班备勤工作和驻所
检察室各进行一次督察，
并已于春节前夕完成
一次全面督察，
从落实督起、从风险督起、从年
初督起，
以监督促改进、以督察促预防，
高度重
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对安全问题做到防患
未然、快处即然、妥处已然。明确提出“三个到
位”，
即认识到位、尽责到位、落实到位，
并将市
纪委《关于 10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
问题的通报》进行转发，以典型违纪违规行为
戒，提醒全院干警对“红线”有所敬畏、警钟长
鸣、震慑常在，
算清廉洁从政这笔“账”，
做政治
上的明白人。
与此同时，打造立体化措施，保证《禁酒
令》执行到位。通过微信、局域网、大屏幕等多
种渠道全方位宣传做到时时提醒、天天学习；
不定期抽查，将突击检查常态化，发现苗头性
问题及时纠正，对违规违纪饮酒行为严肃问
责；全院干警签订《严格遵守<禁酒令>保证
书》，以诺践行，进一步夯实前期效果，维护检
察机关的良好形象，
文明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