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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资讯

/ 身边案例 /

近日，杭州西湖区城管局文
新中队队员接到群众举报，某小
区内绿地上的竹子被人严重砍
伐破坏。队员赶到现场一看，一
地的竹桩子，看上去有百来根，
旁边躺着被砍下的竹竿。细细一
数，整整50根竹子被人齐刷刷地
砍到了离地10厘米的位置。

看到执法队员赶到，房东连
忙出来解释，“这是自己种的竹
子。”队员告知砍竹子属违规行
为，并耐心进行了解释，根据《杭
州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规定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砍伐
树木”，违反规定的将被处以对
应罚款。根据市场售价和杭州市

相关规定，这名业主被处以1600
余元的罚款。

城管提醒，不少群众认为自
己种的树理所当然可以自行处
置，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如果确
需砍伐、迁移、修剪树木的请一
定依法进行。

据《青年时报》

小张于2014年9月23日进入
公司工作，担任公司运营总监，
合同期限自2 0 1 4年9月2 3日至
2020年9月15日，年度总收入为税
前人民币72万元。

劳动合同附件约定“在任何
情况下，本合同有效期内的前两
年，28万元的年度最低奖金是被
保证的”。2015年10月29日，小张
以小孩出生需照顾为由提出辞
职，公司同意，小张办理工作交
接后于2015年11月28日离职。
2016年2月28日，小张申请仲裁，
要求公司按比例支付2015年度
奖金256666元。2016年4月24日，仲
裁委裁决对小张的请求事项不
予支持。小张不服该裁决，上诉
至法院。

小张认为，劳动合同中约定
任何情况下年度奖金最低数额
是 28 万元，该数额为加入公司
之前通过协商确定，是加入 A
公司的前提条件。公司应当支付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1 月期间
年度奖金 256666 元（ 28 万元／
12×11 月）。

公司认为，根据全体工会人
员通过并由小张作为高层参与
讨论、同意发布并实施的2014年
最新版员工手册中规定，员工主
动离职，公司不予发放年终奖
金。双方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小
张应当遵守公司的规
章制度，因此小张要求
公司支付年度奖金的
理由不成立，公司不同
意小张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劳
动合同附件中约定小
张可以享受的最低年
度奖金是28万元，且协
议中表述原文是“在任

何情况下，本合同有效期内的前
两年，28万元的年度最低奖金是
被保证的”。据此条文的理解，该
28万元的年度最低奖金的支付
不存在任何前提条件，公司应当
按此约定履行义务。

二审法院认为，公司与小张
签订的劳动合同相关附件明确
约定本合同有效期内的前两年，
28万元的年终最低奖金是被保
证的。表明小张在与A公司建立
劳动关系起的两年之内，有权获
取最低额度28万元的年终奖金，
并排除公司以任何理由剥夺小
张享有该项待遇。

所以最终判决，公司立即向
小张发放2015年度的年终奖，总
计256666元。
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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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16条规定，用人
单位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与集
体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内
容不一致，劳动者请求优先适用
合同约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律师提醒：当员工与公司发
生矛盾，公司依照规章制度来处
理是错误的选择，必须要依照劳
动合同上面的规定来处理。

据《法制日报》

今年，上海市民李佩本想
去除颈部骨刺，却被推拿成颈
椎多处骨折，需要动手术。日
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
以涉嫌非法行医罪，对肇事的

“赤脚医生”马某批准逮捕。
记者从检察院获悉，2017

年初，李佩经常感到脖子疼痛，
经医院检查发现其颈部有骨
刺，但治疗数月后疼痛感并未
减轻。

此时，她听说有个马医生
治疗骨刺效果很好，自己表妹
的骨刺就在那儿治好了。与家
人商量后，她决定去找马医生
看看。

在儿媳妇的陪同下，李佩
到达马某所在诊所。她说，马某
简单询问病情后，表示推拿就
能为其治好。他让李佩趴在治
疗床上，先用手为其按压，再用
一 T 字型木块按压脖子周围。

其间，李佩表示木块按压
使其感觉很痛，马某则回答：

“越痛越好，越痛就越有效果。”
接着，马某让李佩坐在椅子

上，让其放松，并用手按住她的
头向左右两侧转。治疗结束后，
马某给李佩开了一些药，让其按
照医嘱服用，并交代每隔2天去
治疗一次，一直到治好为止。

李佩说，自己按照医嘱，按
时服药，定时治疗。第7次治疗
结束后，颈部的疼痛感加剧，坐
卧难安，只能低着头走路。一个

月后，她更是无法进食喝水，于
是去医院检查——— 结果是颈椎
多处骨折，需要动手术。

医生说，因李佩有骨质疏
松的症状，如果确定没有受到
其他外力作用，此次骨折很有
可能是推拿造成的。

拿着医院的检查报告，李
佩与家人找到了马某，双方却
争执不下。马某说，医院拍的片
子都是骗人的，经其手治疗不
可能会造成骨折，若李佩继续
治疗 3 个月就会好的。

李佩家人要求马某提供中
医治疗的相关资质证明，被以
他人无权看其证件为由拒绝
了。李佩于是到公安机关报案。

根据马某到案后的供述，
他确实是一名“赤脚医生”。他
说，自己没有卫生部核发的行
医资格证，但有上世纪的“赤脚
医生证”。

据闵行检察院表示，“赤脚
医生证”是上世纪 60-70 年代
的农村非正式医疗人员的证
明。2004 年 1 月 1 日，中国实施

《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要
求乡村医生要经过相应的注册
及培训考试，并持有《乡村医生
执业证书》，赤脚医生的历史自
此结束。

检察院表示，经司法鉴定
所鉴定，李佩颈部本身有病变，
在外力作用下容易造成骨折，
导致颈部活动度丧失 50% 以
上，构成轻微伤。

而且，马某未取得《医师执
业证书》和《医师资格证书》，其

“赤脚医生证”不能证明其有行
医资格。日前，上海市闵行区人
民检察院以涉嫌非法行医罪对
犯罪嫌疑人马某批准逮捕。

据凤凰网

员工离职，年终奖也应按合同发放

案件：小明与小刚是一所
中学的高二学生。2017年8月的
一个周末，该校组织学生补课
期间，小明在课间嬉闹时手持
板凳，不慎击中路过的同班同
学小刚的面部，导致其鼻骨骨
折，被评定为十级伤残。事后，
小刚将学校、小明及小明的法
定代理人诉至法院。近日，法
院审理了这起教育机构责任
纠纷案，认定由小明一方承担
9 0 % 的赔偿责任，学校承担
10% 的赔偿责任。

说法：本案中，小刚的损
伤是由小明造成的，属第三人
侵权，主要侵权责任由小明一
方承担。对于学校是否应当承
担责任及其责任大小，是本案
存在的一个焦点问题。

法院经审理认为，学校在
周六假日组织学生补课，使学
生在本应休息的时间里置身
于人数较多且相对公共的场
所，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在校学
生受到损害的风险。

此外，课间休息期间，学
生追逐嬉戏本属正常现象，但
举起凳子挥舞打闹，致使他人
受伤，构成伤残，情节严重，说
明校方对于学生的日常行为
规范仍缺乏必要引导，未树立
正确的安全防范意识，造成此
次事件，且事发当时未有校方
人员在场监管，未及时制止损
害发生，故校方对于小刚的损
害也具有一定过错，应当承担
相应的补充责任。

据《科教新报》

补课学生意外受伤
法院判学校担责 10%

艺考培训承诺“保过”
考试失利法院判赔

事件：2015年3月，小徐与
某影视文化公司签订“保过协
议”，约定公司为小徐量身定制
艺考“培训课程”，并承诺小徐
在6所院校中获得至少一所院
校的专业合格证；同时承诺，如
果小徐依约完成私人定制课
程，但未在列明的六校中获得
任何专业合格证，将全额退款。
小徐分两次将6万元培训费转
账至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的个
人账户。

小徐参加该公司安排的培
训后，却未能在2015年的艺考
中取得上述6所院校的专业课
合格证。小徐将该公司和黄某
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培训费。
2017年9月16日，法院一审判令
培训机构全额退还6万元培训
费。

说法：法院经审理认为，小
徐在依约完成“私人定制”课程
全部内容之后，未在合同约定
的六所院校考试中获得任何专
业合格证，根据合同约定，公司
应全额退还培训费，黄某的退
款承诺也应认定为对公司债务
的加入，故黄某应在其承诺范
围内与公司承担连带返还责
任。2017年9月16日，北京朝阳
法院一审判决公司返还小徐培
训费6万元。 据《北京晚报》

赤脚医生因推拿致病人骨折获刑

砍伐自家种的竹子被罚1600余元

采伐竹子须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单位

和个人采伐林木，应当按照规定
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
主管部门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
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那
么，竹子是否属于林木的范围
呢？我国《森林法实施条例》规
定，森林包括乔木林和竹林；林
木包括树木和竹子。因此，采伐
竹子也需要办理采伐许可证。

当然，少数情况下采伐者也
无须办理许可证。根据2014年

《浙江省林木采伐管理办法》的
规定，竹子的抚育采伐、自留地
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
木、苗圃地苗木采挖等，都不再
需要办理采伐证。因此，对于数
量较多的竹子，如果不是进行

抚育采伐，都需要办理采伐许
可证。

无证采伐严重者可获刑

无证采伐林木不但要承担
行政责任，严重者可能需要承担
刑事责任。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
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何
谓数量较大和巨大呢？在司法实
践中，采伐十至二十立方米或者
幼树五百至一千株即可达到“数
量较大”，采伐五十至一百立方
米或者幼树二千五百至五千株
即可认定为“数量巨大”。

采伐自己的林木也要申请？

很多人存在困惑，为何砍伐
自己种的树木还会承担法律责
任？法律之所以规定采伐林木需
要经过许可，是基于森林资源的
特殊性。长期以来，人们主要把
森林当做经济资源，着重开发其
经济价值，忽视了森林还具有防
风固沙、涵养水源、净化空气等
生态价值，这些生态功能对于维
护良好生态环境、促进人类共同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法律规则的
制定，不仅仅是为了维护个人利
益，其还承担着维护社会公共利
益的重要使命。因此，要求采伐
者办理许可证并非是对个人利
益的限制，恰恰是为了促进人类

共同利益的实现。

法律的宣传和解释

任重而道远

其实，类似的案件常常见诸
于媒体。这类案件“屡禁不止”的
重要原因一方面是社会公众对
于相关法律的规定并不熟知，另
一方面是由于这类法律规定和
社会公众的朴素观念存在冲突。
因此，法治目标的实现不仅仅要
完善立法，还要让法律“深入人
心”，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和解释
法律，使法律能够被公众熟悉、
认可和遵守。

点评人：张百灵
山东师范大学法学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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