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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动紧急按钮或被追究刑责
交通部发布新版轨交运营管理规定

乘坐地铁列车时，乘客切莫擅动紧急制动按钮。 根据
7月起实施的交通运输部新版《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
定》，擅自操作有警示标志的按钮和开关装置的个人可被
处以5000元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新版《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明确禁止乘客出
现9种行为：强行上下车、擅自进入隧道、擅自操作有警示
标志的按钮和开关装置、在出入口、通风亭周边卧躺、留
宿、堆放和晾晒物品等等；并规定运营单位有权予以制止
这些行为，并由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
个人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处以3万元以下罚
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则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据上海地铁透露，6月27日早高峰，地铁1号线因紧急
停车装置被乘客拉下，造成列车在区间迫停晚点13分钟。
之后，1号线管理部配合轨交公安，对车厢、车站监控视频
反复查看，确认当时1名在第三节车厢第三扇门的男性乘
客在列车停车3分钟时，擅自拉下了紧急停车装置，造成
列车延误时间被迫延长。 7月5日，轨交民警于共康路站发
现这名乘客，并要求其配合调查。 据这名乘客自述：因为
列车停车后，他感觉比较闷热，想打开车门透透气，就挤
到车门边，将紧急停车装置拉下。 当时，他的行为立即遭
到周围乘客的反对，并阻止他打开车门。 大约过了2分钟，
在现场对故障车门处置后回到司机室的列车驾驶员，发

现紧急停车装置被激活， 立即通过广播提示乘客不要擅
动紧急装置。 列车驾驶员使用专用钥匙就地复原了车门
功能，因而造成驾驶员处置时间被迫延长。
轨交警方处理该事件时， 涉事男乘客对自己的行为
表示懊悔，民警也对其进行了教育。
上海地铁提示，在没有危及到生命安全的情况下，乘
客切勿擅自启用列车紧急停车装置。 当列车发生故障或
遇到紧急状况时，
“
靠站台处置” 让列车运行至最近站台
是首要安全原则。 反之，当列车因紧急制动启动迫停区间
隧道时，一方面难以组织开展救援工作，另一方面则极易
贻误处理时机，延长受影响时间，因此
“
靠站台处置”在绝
大多数情况下最为安全稳妥。

民生速递

“人脸识别”将覆盖申城百家药店
为抓捕骗保贩药者提供证据线索

据市人保局消息：市医保监督所正在
根据“人脸识别”试点评估及应用 结 果 ，
提高技术应用范围，计划于今年9月底完
成100家大型连锁零售 药 店 的 “人 脸 识
别”布控。
人保部门表示， 针对近年来出借医保
卡、骗保贩药等案件时有发生的情况，视频
监控是打击、 防范骗保的重要技术手段之
一。但调研发现，视频监控仍有不少有待改
善之处。对此，市医保监督所研究拟定了相
关举措， 充分利用人脸识别智能监控视频

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云计算技术，强化
监测预警，加强代配药监管。
与传统视频监控比较，
“
人脸识别”智
能监控系统具备在大量视频数据中人脸抓
取、侧脸识别等功能，对持多张医保卡在多
家医疗机构配药的人员进行布控， 实现轨
迹分析，支持现场抓拍照片建模。在近期查
办某骗保案件的调查取证中， 该设备实现
了在600G视频数据中快速找出违法行为
人图像，锁定其冒用医保卡配药证据线索，
并据此移送给公安部门处置。

沪燃气助动车报废回收工作本月底截止

还拥有燃气助动车的车主注意！ 上海市
燃气助动车报废回收工作将于2018年7月31
日截止，从8月1日起，燃气助动车各集中和临
时回收点都将关闭，不再办理回收业务，停止
发放回收费用。 针对加气站点违规供气和充
装钢瓶、燃气助动车违规改装及上路行驶等
违法行为，相关管理部门将持续查处。
距离截止日期还有不到3周时间，市
交通委提醒， 尚未办理燃气助动车报废的
车主，请尽快将整车（含钢瓶）送至集中或
临时回收点， 现场交验车辆和本人身份证
件，办理回收登记手续；委托他人办理的，
还需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目前， 本市5个集中回收点和各区的
临时回收点均在正常办理回收业务。 集中
回收点为：上海真南油气有限公司（真南路
2219号）、 九环杨煤液化气汽车加气有限
公司（国权北路65号）、上海昆仑新奥清洁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沪太路加气站 （沪太路
857号）、上海上南加气有限公司（上南路
3519号）和上海中油爱使华浦加气站有限
公司（龙吴路2455号）。
关于具体规定和各区回收点信息，可
登录上海交通网，进入
“
政府信息公开”栏
目查看 《关于尽快办理燃气助动车报废手
续的通告》。

你问 我答

毕业季，这些就业常识你了解吗？
问题一：找到单位了，档案怎么处理？
答:单位录用本市户籍的全日制劳动者，在办理招工登记备案手续后，应按规定做好
劳动者人事档案的调集、保管、转移等工作。单位不具备保管档案资格或不愿意自行调集、
保管、转移档案的，应委托职业介绍代办服务机构办理。

问题二：一年期的劳动合同，试用期是2个月还是3个月？
答:《劳动合同法》规定，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 此处
的“以上”包含本数，故一年期合同，试用期最多为二个月。

问题三：最低工资适用于哪些劳动者？
答: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中央在沪企业、驻沪部队企
业、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等各类企业及其形成劳动关系的职工。其中，全日制劳动合同
关系适用于月最低工资；非全日制劳动合同关系适用于小时最低工资。

问题四：单位和员工协商每月多给500元，不再缴纳社保，可以吗？
答:不可以。 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单位应当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于单位而言是应
尽义务，对劳动者而言是权利保障。 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基数按其工资性收入确定，
个人承担部分列入劳动者本人工资总额的组成，故单位不得以其他形式代替社保缴纳。

问题五：单位如何安排职工享受年休假？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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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休假在1个年度内可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安排，一般不跨年度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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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大学生罹患重病理赔遭拒
浦东法院公开审理成功调解
上海大学在读女大学生小罗 （化名）
不幸罹患
“
系统性红斑狼疮”，还好，学校
为她在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投保了住院团体医疗保险、住院津
贴团体医疗保险等险种。 可是，当小罗向
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却遭到拒绝。
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殷勇
院长担任审判长，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人
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来自浦东新区的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学校教师、学生50余
人旁听庭审。 最终，本案由法院当庭成功
调解。

案情回顾
小 罗 是 上 海 人 ，5 年 前 考 入 上 海 大
学，并在该校就读至今。小罗入学后，上海
大学即为其在太平公司投保了住院团体
医疗保险、 住院津贴团体医疗保险等险
种，保险期间持续至今。 2017年4月6日，
小罗因身体不适住院治疗，被确诊为
“
系
统性红斑狼疮”，2017年4月25日出院，此
后又多次入院治疗。 按照保险条款的约
定，太平公司应当全额理赔小罗支出的医
疗 费 自 负 部 分 及 住 院 津 贴 共 24598.88
元。 2017年7月，小罗向太平公司申请理
赔，但遭到拒绝。
太平公司认为，小罗虽然是2017年4
月被确诊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狼疮性胃
肠道损害等，但据病史记录记载，小罗已
“
反复上腹痛伴呕吐10年”， 而这是狼疮
性胃肠道损害的典型症状。 可见，小罗投
保前已患有红斑狼疮或已出现症状，属
“
带病投保”，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情
形，被告依约不负理赔责任。

庭审直击
合议庭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
告能否援引其所称免责条款，拒绝承担给
付保险金的责任？
被告提出，系争保险条款第五条
“
责
任免除”约定：因被保险人在投保前已罹
患的疾病或已出现的症状，造成其住院或
医疗费用支出的，保险人不负给付保险金
责任。 被告辩称，原告的情形符合该条款
约定的免责范围，被告可以不予赔付。
首先，该条款本身约定不明确，导致
双方就其理解产生分歧。 被告认为，只要
原告出现上腹痛、呕吐等症状，即便未确
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也属
“
带病投保”，
属于免责范围。 原告则主张，仅在被保险
人于投保前出现因系统性红斑狼疮导致
的上腹痛、呕吐症状时，才适用该条款。而
且法院在质证中查明，2008年6月至2017
年3月，原告曾因上腹痛、呕吐多次至其
他医院就诊，但诊断结论均为胃肠炎或考
虑胃肠疾病可能性大。 根据法律规定，对
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
利于条款提供方即被告的解释。
其次， 保险条款虽然约定免责条款，

但存在适用前提：即被告在订立保险合同
时已就相关疾病或症状向投保人进行了
明确询问。原告认为，本案中，投保人上海
大学在为原告投保2016年度团体人身保
险时，被告投保单询问内容包括
“
系统性
红斑狼疮”， 但未问及其他胃肠道疾病或
症状。 对此，投保人上海大学已作如实回
答。 在此情况下，如允许被告援用免责条
款，对所有未经询问的其他投保前所患疾
病或症状一概免责，无疑将使保险人逃避
其依法应承担的义务，也与诚实信用原则
相悖。
法庭辩论结束后，原被告双方均表示
愿意在法庭主持下进行调解，并自愿达成
调解协议： 被告支付原告保险金
24598.88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法官说法
本案一审调解结案后，殷勇以审判长
身份， 就案件审理中发现的相关问题，向
原被告双方作进一步释明。
殷勇表示，本案原告是一位年轻的女
大学生，不幸罹患重病，法官对其处境深
表同情。投保人上海大学已为原告购买了
团体人身险，在投保过程中也已本着诚信
原则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现在原告起诉
要求被告赔付确诊之后支出的医疗费用
及住院津贴，合议庭认为，原告的诉请合
法、合情、合理。
当前，随着保险业的发展和大众保险
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学校为在校学生
购买团体人身保险。 而在司法实践中，校
园团体险的投保和理赔均存在一些问题，
容易引发纠纷诉讼。本案就是其中比较典
型的案例。
殷勇表示，本案争议的核心是一对互
相关联的法定权利义务：保险人的询问权
利以及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
它们的法律依据都是保险法第十六
条第一款。 我国保险立法采取的是询问
告知主义，也就是说，投保人没有主动告
知的义务， 告知的范围仅以保险公司询
问的事项为限，保险公司没有询问的，投
保人无需告知。 这一权利义务配置模式
是法律直接设定的， 不能通过合同约定
免责条款的形式加以免除。 尽管本案是
团体险，批量缔约，手续简化，询问的内
容也相对简单， 但保险人承担的法定责
任并不因此减少。
当然，投保人也有如实告知的义务。
殷勇提醒，相对于个人险来说，校园
团体险的如实告知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根
据法律规定，学校告知的范围不仅包括自
身已知或应知的事项，还应包括被保险人
（学生）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事项。
换句话说，如果学校因为对学生状况
的不了解，而在投保时对保险公司的询问
作出了不实陈述， 那么在发生保险事故
后，学生很有可能无法得到理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