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案说法

【案例简介】
高某于 2015 年 7 月 15 日进

人上海某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工 作 。 次 年 ，其 向 公 司 申 请 了
2016 年 1 月 11 日至 2016 年 1 月
24 日的病假，病例显示为右脚跺
扭伤，公司准予了休假。之后，公
司发现高某在微信朋友圈晒出其
在病假期间出国旅游的照片，公
司认为高某行为构成了员工手册
中规定的不诚信、弄虚作假的严
重违纪情形，并对其作出辞退决
定。同年 2 月 5 日高某向仲裁委
申请仲裁，要求与公司恢复劳动
关系，并支付工资等。高某认为，
自己并未伪造病情事实，去日本
并非旅游而是为了购买治疗关节
药物以便加快伤病的痊愈。

【案件审理】
企业给予员工病休并发放病

假工资，系保证员工充分休息并
尽快恢复健康，以便正常工作。
本案中，高某因右脚跺扭伤向公
司申请了期限为 2016 年 1 月 11
日至 2016 年 1 月 24 日的病休，但
高某于 2016年 I月 13日至 1月 18
日病休期间出国的行为，显然与
请病假的初衷不符，高某亦未能
举证证明其病情允许其外出，或
外出能够帮助其恢复健康。对于
高某称其出国为了购药加快痊愈
的主张，因购药行为与本人前往
并不存在必然性，故仲裁委员会
对此不予采纳。高某要求与公司
恢复劳动关系、按每月 4800 元支
付解除之日至裁决之日工资，仲
裁委员会也不予支持。

【案例评析】
上述案件反映了不少员工在

对待病假申请方面缺乏正确认
识。如今，员工因不服从工作安
排或无法承受工作压力，便选择
用病假方式消极对抗的现象不
少。事实上，法律给予劳动者病
假待遇的意义是为了员工治愈病
情更好参加工作而设定的。该案
件中，员工右脚踝扭伤事实上可
能存在，但他长途跋涉的行为显
然违背病假设置的初衷，且挑战
了企业容忍员工忠诚度的底线，
最终导致企业对员工的种种猜
疑和不信任，影响了员工的正常
职业前景反而是得不偿失的。所
以员工申请病假应理性对待。

对于企业，员工请病假期间，
其有权对病假证明进行审核，但
一般到了仲裁阶段，仲裁委仅对
其进行形式上的审核，当然这包
括员工就诊时的挂号单、就诊记
录和病假单。这是员工申请病假
时企业有权要求其提供并出示的
申请材料。关于请假流程，企业
应按公司要求制定详细合理的请
假步骤并进行有效公示，防止发
生程序上的纠纷。对违反请假手
续的员工，如迟延提交病假单、没
有事先填写病假请假单等，由于
员工的身体健康权更重要，这时
不认定病假是不合理的。但如果
员工没履行请假手续，如不提交
病假单，这些可以不认定病假，但
企业应及时催告员工补办病假手
续，员工无正当理由未予以补办
的可作为旷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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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工处理旷工处理？？杜某与沈某离婚时约定将一家
三口名下的两套商铺全部赠予女儿
小懿所有。而在办理过户手续时，杜
某却反悔拒不配合过户。6 岁的小懿
成为原告，起诉要求确认商铺所有
权。上海崇明法院首次引入儿童权
益代表人制度，确保在案件处理过程
中贯彻“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更好
地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2012 年 8 月，杜某与沈某登记结
婚，不久后生下了女儿小懿。婚后，
杜某与沈某购买了两套商铺，两套商
铺均登记在一家三口名下。结婚 7 年
后，沈某以杜某不顾家庭，夫妻争吵

不断导致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要
求与杜某离婚。经调解，双方同意离
婚，离婚后女儿小懿随母亲沈某共同
生活，杜某、沈某约定将两套商铺中
各自拥有的份额赠与给女儿小懿。

不料，在办理过户手续时，杜某
却一再托辞拒绝，使得商铺产权一直
无法转到小懿名下。杜某声称，要监
管商铺产生的租金，防止前妻沈某挪
用商铺收益。无奈之下，2019年 4月，
年仅 6 岁的小懿把父母告上法庭，要
求确认商铺归自己所用。由于诉讼
的对抗性，作为小懿监护人的杜某、
沈某无法同时作为小懿的法定代理

人参加诉讼，如何充分考虑未成年人
的意见，让未成年人在诉讼中发声、
表达诉求，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
成为本案关注的重点。

为避免亲子间利益冲突损害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儿童权益代表人制
度应运而生，由第三方作为儿童代表
直接参加诉讼，替儿童发声，帮助儿
童表达身份、财产权益的诉求，维护
儿童合法权益。

办 案 法 官 积 极 与 相 关 单 位 沟
通。最终，区妇联指派小懿所在镇
的 妇 女 干 部 担 任 其 儿 童 权 益 代 表
人，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担任

小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崇明法院
制作《儿童权益代表人参与诉讼告
知书》，明确儿童权益代表人在诉讼
中的诉讼权利义务。在儿童权益代
表人的参与下，经法官做工作，原、
被告最终达成调解，杜某同意配合
完成商铺过户手续，针对商铺租金
的监管，杜某、沈某达成一致意见。
由此，本案得以顺利解决，小懿的权
利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供稿

有效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选购空气净化器 过滤标准是关键
空气净化器，又称空气清洁器、空

气清新机、净化器，是指能够吸附、分
解或转化各种空气污染物，有效提高
空气清洁度的产品。如今，空气净化
器已随处可见，那么该如何科学合理
地选择、使用空气净化器呢？

市民沈先生通过微商购买了一台
标有“进口”字样的某品牌空气净化器，
该净化器声称具有“太空级灭菌去污
染”技术，沈先生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
该净化器不能达到产品宣称的功效。
经与卖家沟通无果后，沈先生向当地
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投诉。市场监管
部门调查发现，该产品缺少中文标识、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等信息，同时商家
无法提供该款净化器有关检测报告。

崇明区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市

民：在选购空气净化器时要从正规渠
道购买，注意区别贴牌厂家，检查产品
在真实的环境里是否具有所称功效，
是否安全且不产生二次污染。尤其要
注意选择已通过美国 FCC、欧盟 CE
和中国 CQC等安全认证的产品。

目前，空气净化器的最新国家标
准 为《GB/T 18801-2015 空 气 净 化
器》，该标准明确规定了影响空气净化
器净化效果的四项核心指标和产品的
标志、标注。四项核心指标分别是：
CADR（洁净空气输出比率）、CCM
值、净化能效、噪音。

CADR（洁净空气输出比率），是
美国家电制造商协会（AHAM）按照
严格的测试标准进行测试得出的空气
净化器输出洁净空气的比率。CADR

数值越高，则表示净化器的净化效能
越高。CCM 值，是指空气净化器在额
定状态和规定的试验条件下，针对目
标污染物（如颗粒物和气态污染物）的
累积净化能力的参数。CCM 是《GB/
T18801-2015 空气净化器》国家标准
中新增加的核心指标。简单地说，
CCM 数值越大，则空气净化器滤网的
使用寿命越长。净化能效，是指空气
净化器在额定状态下单位功耗所产生
的洁净空气量，分为颗粒物净化能效
及甲醛净化能效。当颗粒物净化能效
值达到 2时，为合格级，当能效值达到
5 时，为高效级；甲醛净化能效值达到
0.5 时，为合格级，能效值达到 1 时，为
高效级。噪音，新国标定义为：当空气
净化器达到最大 CADR 值时，对应产
生的声量。新国标规定，当 CADR≤
150m/h 时，机器噪音应≤55 分贝；当
150<CADR≤300m/h 时，机器噪音应

≤61 分 贝 ；当 300h<CADR≤450m/h
时，机器噪音应≤66 分贝；当 CADR>
450m/h 时，机器噪音应≤70 分贝（吸
尘器工作的声量）。

综合以上因素，我们从新国标中
可以看出，想要购买一台真正有效的
空气净化器，产品需要具备高 CADR
值、高 CCM 值、高能效值和低噪音
值。此外，崇明区市场监管局提醒消
费者，在购买净化器时需注意保留发
票、产品合格证和三包凭证；当产品出
现质量问题或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
通过市场监管部门或消保委进行投
诉，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 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供稿

合理选择净化器 最好选择新国标产品

崇明法院首次引入儿童权益代表人制度

离婚约定将房产赠予女儿

事后反悔一家人对簿公堂
“儿童权益代表人”走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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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际行动为进博会保驾护航
□ 记者 沈俊 通讯员 沈宵凌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于
11 月 5 日在上海开幕，连日来崇明公
安分局根据全市公安机关统一部署，
全力投入进博会安保工作，以实际行
动为进博会的顺利召开保驾护航，确
保进博会“越办越好”。

10 月 29 日记者现场感受了进博
会开幕前夕崇明警方的忙碌。

当天上午 9 点，记者来到拥有“上
海北大门”之称的崇启大桥公安检查
站时，看到多辆机动车正排队接受检
查，公安民警带领辅警和道口安检人
员有序开展各项工作，流程清晰、分工
明确。检查区内，民警、辅警和道口安
检人员正在细心核查。

“崇启大桥作为出入上海市境的
重要通道，车流量每天保持在 8500 辆
左右，节假日更多。”据该检查站站长
虞斌介绍，进博会期间，除了站内民
警，崇明公安分局还加派了增援警力，
在有序开展安检工作的同时，确保安
检效率不打折扣，尽量避免过检车辆
和随车人员长时间等待。

“在对车上人员身份核查的同时，
对车辆也要检查，检查包括车辆是否
年检、车上有无携带违禁品等。”执勤

民警表示，随着各种高科技电子化设
备的引入，在检查准确率不降的同时，
检查速度大幅提升，小型车辆几十秒
就能完成整个检查过程。

除 了 高 科 技 新 设 备 ，警 犬 依 然
是安保必不可少的“秘密武器”。记
者在检查站看到，两条警犬在训导
员的指挥下，在安检区绕着每一辆
正在接受检查的车辆不停嗅探，一
旦发现可疑气味，警犬会立即向训
导员作出动作示意，民警随即会对
可疑车辆上的物品进行人工检视，
确保万无一失。

“去年首届进博会安保，我们这个
检查站因成绩突出获得了嘉奖，今年
我们也一定能守护好这座北大门的桥
头堡。”虞斌自信地说。

中午 12 点，记者来到位于陈家镇
的上海崇明长途汽车站。

这里的警车警灯闪烁，执勤民警严
阵以待。一组执勤民警正在和客运站
工作人员一起进行安检，另一组民警则
带着社保队员在核查乘客身份信息。

“进博会安保期间，我们在长途客
运站区域的执勤时间对应早班车和晚
班车发车时间。”在与民警的交谈中记
者了解到，每班执勤民警从早上 5 时
30分到晚上 21时，都会在客运站开展
不间断安检，每天近 16 个小时的执勤
时间里，民警们将确保每天180余班次
的公交车、约 6000 余人次乘客的绝对
安全。

安检的目的是为了让群众更放
心、更安心地共享进博会带来的利好，
因此，崇明公安分局在安检过程中也
时刻保持着善意和温度。记者看到，
不论是在安检过程中随手帮忙拿重
物，或是群众求助问路时细心指引、还
是遇到需要帮助的群众时全力以赴，
每一名民警和辅警都在举手投足间诠
释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除了崇启大
桥公安检查站和陈家镇长途汽车站
外，崇明公安分局各相关警种和各派
出所也在为进博会安保工作添砖加
瓦：特警支队和城桥、长兴、堡镇等派出
所增加警力投放路面巡逻；长征、新村
等派出所则在入崇的多个无名道口增
设检查站；治安支队牵头各派出所加
强对辖区内重要单位、人员密集场所
的安全检查；分局各机关单位也都抽
调精干警力增援各安保岗位，以实际
行动为第二届进博会的顺利召开保驾
护航。

全力守好“上海北大门”

每天执勤近16小时

崇明公安全力投入第二届进博会安保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