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情介绍】
2014 年 12 月，小施向村民承包

了 30 余亩农用土地。2015 年 3 月，
在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小
施非法改变农用土地用途，在承包
的土地上经营“农家乐”，提供餐饮、
住宿、娱乐等服务，其中非法修建房
屋及硬化地面占地面积 22.30亩，致
使基本农田种植条件严重毁坏，短
期内无法恢复。2015 年 8 月，小施
因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公安机
关刑事拘留。

【判决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施违反土

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基本农田达
到 5 亩以上，且改变被占用土地用
途，属于数量较大，造成农用地大量
破坏，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占用农用

地罪。鉴于小施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根
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对
社会的危害程度，遂判决：被告人小施
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并处罚金 18000元。

【法官提示】
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

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禁止任何单
位或个人非法占用农用地资源特别是
耕地资源。近年来，生态旅游业蓬勃
发展，集休闲观光旅游、领略田园风光
于一体的“农家乐”休闲旅游业随之兴
起。但一些经营业主利欲熏心，法律
意识淡薄，通过租赁方式取得农用地
后，擅自改变土地的用途，数量较大，
造成土地种植条件严重毁坏，破坏了
土地资源，触犯了国家的耕地红线。

《刑法》第 342 条规定：“违反土地
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
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
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非法占用耕地

“数量较大”，是指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五
亩以上或者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
耕地十亩以上。非法占用耕地“造成
耕地大量毁坏”，是指行为人非法占用
耕地建窑、建坟、建房、挖沙、采石、采
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
他非农业建设，造成基本农田五亩以
上或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十亩以上
种植条件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

本案中，小施违反土地管理法规，
非法占用基本农田达到 22.30亩，属于

数量较大，且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
用于建造“农家乐”，并致使该土地
种植条件严重毁坏，其行为已构成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本案的判决有
效震慑了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行
为，有利于加强对农用地特别是耕
地资源的保护。

保护农用地特别是耕地资源是
我国的基本国策，农用地经营者必
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
的用途使用农用地，未经相关政府
部门审批，不得非法占用农用地或
者改变农用地的用途，否则，将会承
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供稿

占用农地搞经营 破坏资源触刑律

☆以案说法

【案例简介】
李某 2012 年进入本市 A 公司工

作，与 A 公司签订了期限为 2012 年 10
月至 2014年 10月的劳动合同，工作内
容为业务销售。在工作期间，李某表
现出优秀的销售能力，销售业绩一直
很不错。在劳动合同到期前一个月，
公司 HR 通知李某称与其续签劳动合
同，并且其升任为某区市场主管，但称
按照公司的规定，晋升职务的人员必
须有 3 个月的试用期，故在续签劳动
合同时试用期为 3 个月。李某虽然觉
得续签劳动合同还有试用期有些不
妥，但考虑到日后的职业发展，还是与
公司续签了为期 3 年的劳动合同，并
约定了 3 个月的试用期。由于市场经
济情形不好，李某负责的销售区域业
绩一直不太好，甚至出现滑坡，几次新
产品的推广也不理想。于是，公司以
李某在试用期内表现不符合录用条件
为由，与其解除了劳动合同。对此，李
某不服，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劳动仲裁，要求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争议焦点】
职位晋升是否可以再次约定试用

期？

【仲裁结果】
仲裁委员会经开庭审理后，认为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
一次试用期，无论同一劳动者的工作
岗位是否发生变化，都不能再次约定
试用期，用人单位以职务晋升为由在
与劳动者续签劳动合同时约定的试用
期显属无效，在再次约定试用期的期
限，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
件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显属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对劳动者的请求予以支持。

【案例评析】
试用期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

向考察和互相了解的过渡期。《劳动
合同法》确立了一次试用期制度，对
试用期进行了限制性规定，第十九
条第二款规定：“同一用人单位与同
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从
这一法律规定的立法原意来看，在
于保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建立
稳定的劳动合同关系，避免用人单
位以多次约定试用期的形式侵犯劳
动者权益，也就是说至少在同一劳
动关系存续之内，内部岗位的调动、
续订劳动合同、职位晋升都不应成
为再次约定试用期的理由。

如 果 用 人 单 位 违 法 约 定 试 用
期，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三条
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与劳
动者约定试用期的，由劳动行政部
门责令改正；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
经履行的，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
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按已经履行
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向劳动者
支付赔偿金。”在再次约定试用期的
期限内，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不符合
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将面
临违法解除的赔偿金的法律责任。

对劳动者是否适应新岗位的工
作进行考核是用人单位人力资源管
理的重要内容，通过考察来判定劳
动者是否适合新岗位，但这种“考察
期”其本质上应与试用期相区别，用
人单位可以通过规章制度来执行，
设定一个转岗考核期或者称为转岗
考察期，在考核期或者考察期内，如
果经过考核或者考察，其能够胜任
新的岗位的话，则予以转正。如果
其经过考核评估不能胜任新的岗位
的话，则可让其回到原先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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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去年，在广东省中山市，胡姓女

子走路时一直低头看手机，根本没
意识到自己闯红灯。当她发现自己
闯红灯时已来不及，与一辆正常行
驶的摩托车相撞。结果摩托车驾驶
员摔倒在地，后抢救无效死亡，胡姓
女子自己也身受重伤。2018 年 12
月，胡姓女子因犯交通肇事罪被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宣告缓刑
一年，赔偿死者家属20万元人民币。

【法条链接】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行

人应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中关于行人道路通行的规定，行人
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应
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对违
反者处以警告或者 5元以上 50元以
下罚款。根据我国刑法第 133 条的
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
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

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也就是说：
如果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没有造
成严重后果，就按一般违法处理，如果
造成严重后果的，就有可能构成交通
肇事罪。这条规定不仅适用机动车驾
驶员，也适用于电瓶车、脚踏车的骑车

人以及行人和乘客。

【检察官评析】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陈莉提醒：

这个案子打破了我们的惯性思维。
一般认为行人在道路交通中属于弱
势一方，一旦与机动车发生相撞，责

任应该由机动车一方承担。由此
出现了一些交通事故明明是行人
的过错，但往往是机动车一方作出
赔偿。这也是为什么广东中山市
的这个交通肇事案如此受关注。
虽然行人也受重伤，但公安机关认
定其因为闯红灯负事故的主要责
任，又造成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
因此作为行人的胡姓女子要承担
刑事责任。其实，对于行人闯红灯
可能构成犯罪，是有法律依据的。
一旦构成犯罪，即使赔了钱，被宣
告缓刑，但犯罪记录会伴随一生，
生活、工作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无
论是驾车还是步行，都要严格遵守
交通规则。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供稿

行人闯红灯“撞死”驾驶员，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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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区消保委在工作
中以关注民生为出发点，始终把解
决处理好消费纠纷放在首要位置。”
区消保委秘书长倪学斌告诉记者，
每条消费投诉背后都是群众的“急
难愁”问题，为此在处理消费者投诉
过程中，区消保委工作坚持“消费者
至上”的维权理念和“消费者优先”
的职业操守，把努力提高消费者的
满意度作为衡量标准和追求的目
标。

据介绍，2018年（截至2018年11
月 30 日）区消保委共受理消费投诉
549件（其中 12345市民热线 52件），
比去年同期462件，同比增长18.8%，
网络购物133件，占24.2%。

从 2018 年区消保委受理的消
费者投诉来看，网购消费纠纷仍为
热点，被投诉主体主要为注册在本
区的电子商务类公司。

2018 年下半年，区消保委接到
市 12315 投诉平台转来涉及上海赛
维洗衣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诉 70 多
件，该公司是一家注册在本区的企
业，其在全国各地注册有分公司，在
本市闵行、长宁、徐汇、浦东等区设有
洗衣门店，然而，该公司在本市各区
所设门店突然关闭，造成众多消费者
无法取出在洗衣物及原有充值卡无
法退款等纠纷。接诉后，区消保委及

时与被投诉公司、该公司所属经济开发
区、区市场监管局等沟通，经过多方努
力，该公司下属的门店大多将衣物陆续
退还给了消费者。之后，区消保委对该
案继续跟踪，督促企业继续做好衣物清
退和预付卡纠纷处理，最大限度保障广
大消费者利益。

“很多市民对消保委处理投诉的
流程并不了解。消费者拨打 12315 进
行投诉后，如果经营者属于崇明区，
12315 投诉平台会将该投诉转到崇明
区消保委，区消保委接诉后会进行调
查、调解处理。如果区消保委调解不
成，那么就会调解终结，之后区消保委
会建议消费者通过行政或司法途径处
理。涉及违法行为的投诉，区消保委
会将违法线索及时移交行政部门依法
处理。”在介绍了消费投诉的处理流程
后，倪学斌还为记者介绍了 2018 年区
消保委处理的两个案例。

2018年 10月 28日，本区退休老人
江先生家中的一台西门子冰箱中间层
有积水，他通过百度查询到西门子维
修电话 4008260088，并通过该电话进
行了报修。维修员上门后，告知他冰
箱化霜器坏了，要更换的话要付 1000
元，江先生觉得太贵不修了，对方提出
要收 30 元上门费，而且没有出具发票
或收据就直接离开了。事后，江先生
联系了附近的一家电器维修中心上门

维修，维修人员告知江先生冰箱没有
坏，只是排水孔给堵上了，清理疏通后
就解决了问题，江先生只花了 100 元
上门维修费。江先生对百度维修人员
的欺骗行为十分不满，向区消保委进
行投诉，并要求退还30元上门费。

接诉后，区消保委对这家百度维
修公司进行了核实，这家公司其实在
本市未申请办理过营业执照，公司地
址也是虚假的，百度上的 4008260088
也不是西门子公司的维修电话。最后
对方同意退还给江先生 30元。

“联通、电信、移动三大运营商都
有 400 号码，层层分包销售，监管较混
乱，运营商都无法马上找到这个号码
的所有者。百度信息量太过庞大，对
虚假信息甚至诈骗信息无法屏蔽。以
上种种乱象给网上电器维修欺诈提供
了温床。”倪学斌提醒广大消费者，在
寻求电器维修时，可通过由中消协推
出的“售后服务电话查验宝”查询企业
联系方式，消费者只需上网登录中国
消费者协会官方网站（www.cca.org.
cn），点击“查验宝”，然后在搜索栏输
入品牌或厂家名称，点击搜索即可查
询到相应品牌的准确联系方式。这样
消费者可有效防止被“黑维修”坑骗。

2018 年 1 月，家住本区建设镇某
村的村民黄先生，在城桥镇某品牌电
视机专卖店，花 2200 元选购了该品

牌一台 42 寸的电视机。同年 7 月，
黄先生发现该电视机出现短暂黑
屏现象，他拨打该品牌特约维修
后，维修人员上门进行了修理，在
修理过程中，黄先生才得知该电视
机为 2013 年生产的产品，算下来
出厂已近五年，黄先生认为受到商
家欺骗，找到商家要求退货，商家
则不予退货，黄先生向区消保委进
行投诉。

接到投诉后，区消保委约请双
方当事人进行了现场调解。期间，
商家称电视机保修是以发票出售日
期计算的，与电视机生产日期无关；
消费者则表示商家明知该电视机生
产日期较长而未事先提示。最后，
通过区消保委协调，商家同意给予
消费者 200 元的补偿，消费者表示
接受，双方取得了和解。

“不少消费者在购物中都会遇
到黄先生这样的经历，所以消费者
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要仔细
向商家询问和了解商品或服务的
真实情况及交易条件，以免事后追
悔莫及。”倪学斌表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
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
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
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
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
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用途
等有关情况。

□ 记者 沈俊

区消保委坚持“消费者至上”的维权理念

把消费者的“急难愁”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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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时需仔细了解商品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