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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

编辑同志：我村老人张大娘因患有严重的精神

病而失去行为能力，鉴于其唯一监护人即独生儿子

邱某拒绝照顾，居委会曾诉请法院撤销邱某的监护

权，指定居委会为监护人，法院判决支持了居委会的

诉讼请求。可此后邱某一直拒绝承担张大娘的赡养

费用，理由是其监护权被撤销后，一切义务及费用都

应当由新的监护人居委会承担。请问该说法对吗？

读者：钟晓菲

钟晓菲读者：该说法是错误的。邱某不能将监

护权和赡养义务画等号。《民法典》第三十四条第一

款规定：“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

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

其他合法权益等。”而《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十四

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

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

需要。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

有赡养义务的人。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

履行赡养义务。”即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并不包含生

活供养，不必然对被监护人负有赡养义务。而赡养

人则必须承担赡养义务。另一方面，撤销监护权不

等于取消赡养义务。《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第

二款规定：“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

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

养费的权利。”

子女被撤销监护权
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并不随之免除

编辑同志：因公司拖欠我的劳动报酬，我要求一

家律师事务所提供诉讼法律服务。律师事务所表示

我无需先行交付法律服务费，但日后必须按实际获

取的金额向其支付 30％风险代理费。我不明所以，

与之签订了一份《委托风险代理协议》。起诉后的次

日，公司便主动付清了全部欠薪。请问面对律师事

务所要抽取3万余元，我能反悔吗？

读者：郭娟娟

郭娟娟读者：你有权反悔。《律师服务收费管理

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

件时，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

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但下列

情形除外：（一）婚姻、继承案件；（二）请求给予社会

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三）请求给付

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抚恤金、救济金、工伤赔偿

的；（四）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等。”其中表明，风险代

理的成立必须同时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律师事务所

已经履行告知义务，委托人仍然坚持；二是必须不属

于所列四类案件范围。本案恰恰与之相违：律师事

务所只是表示无需先交付代理费，并没有说明实施

风险代理的理由，即其没有履行告知义务，自然也就

不存在你坚持实行风险代理；你向公司索要的是劳

动报酬。正因为本案所涉风险代理合同违反了强制

性规定，决定了其从一开始时起便对你没有任何法

律约束力，你只需按政府指导性收费标准支付代理

费用。

本期信箱由江西兴国县人民法院法官颜东岳、

廖春梅提供解答。

追索劳动报酬
遭遇风险代理员工有权反悔

7 月 29 日，舒城县公安局城中派出所民警深入辖区公

园，向正在纳凉的老年人开展反诈骗宣传。近年来，不法分

子诈骗手段花样百出，针对老百姓诈骗更是层出不穷，为提

高老年人识骗意识和能力，该所组织警力扩大宣传，切实守

护好广大村民的“钱袋子”。 本报通讯员 王可海 摄

铜陵讯（张雪琳）7月 28日上午，铜

陵市铜官区法院经开区法庭成功调解

一起信用卡纠纷。

2013年初，徐某向某银行申请办理

了一张信用卡。2017年10月，徐某经银

行电话营销使用该卡购买了价值 9900
元纪念钞（营销产品），双方约定按照825
元/月的标准分12期还款。后徐某以纪

念钞无升值空间，联系银行要求退货退

款，银行承诺收到退货后退款。粗心的

徐某将产品退回后，未曾关心消费的

9900元是否退款。2022年7月，某银行

以徐某持有的信用卡存在欠款为由起诉

至铜官区法院，要求徐某给付欠款并支

付律师代理费。

收案后，办案法官电话联系，徐某

称自己不欠款，要求法院核实。可是银

行系统明明显示徐某信用卡存在逾期

欠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法官决定

通知徐某到院详细了解情况。“徐师傅，

你好好想想你的信用卡使用情况。”“近

几年我都没用过信用卡，就在2017年有

分期付款，但我将纪念钞退给银行了，

不存在有欠款啊！”“你把退还记录找出

来，我们核实一下退款情况。”徐某向法

院提交了邮寄快递单，手机短信截图

等。经核实，银行在收到徐某退回的纪

念钞后并未退款。

办案法官认为，本案的信用卡欠款

就是由该笔未退还的消费款所引起，法

官立即指导徐某联系营销人员，从而找

到某银行网络营销部门沟通事情原

委。情况核实后，银行及时完成了退

款。对诉状载明的欠款利息，经法官耐

心释法，双方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银

行同意自担律师代理费，徐某愿意支付

部分利息。7月 28日，徐某向银行缴清

了款项，本案顺利调解结案。

法官说法：本案中，徐某因购买纪念

钞与某银行签订的分期付款业务合同实

际上是徐某以信用卡透支方式向银行借

款。合同签订后，徐某认为纪念钞无升

值空间，就解除合同与银行达成一致。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规

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

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

之日起七日内退货，特殊商品除外。本

案涉及到的纪念钞并非定做、鲜活易腐

等不宜退还产品，故某银行在同意退货

后延迟退款确有过错，应立即纠正。

徐某与某银行因信用卡申请及使

用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

真实意思表示，属合法有效合同。徐某

与某银行作为合同的当事人，均应当自

觉履行相应义务。合同履行中，徐某不

仅要适当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而且应

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协助对方当事人履

行其合同义务。

本案中，徐某使用信用卡消费购物

又申请退货，理应对银行是否及时退款

尽到注意义务，况且在银行欠款短信、

电话催讨下，不关心、未关注不应成为

其不知情的借口。倘若徐某及时发现

款项未退还，并积极向银行主张权益，

就不会造成欠款生息的现状，故法院对

某银行主张的利息予以部分支持。

“你投保时已经身患重病，现无权索要保险

金！”现实中，一些保险公司往往以“带病投保”

作为拒绝理赔的理由。这真的是保险公司的

“杀手锏”？非也！

未尽注意义务应当理赔
吕女士投保重大疾病险时，就保险公司出

具的、格式投保单询问表中的“现是否患病”一

栏填写“没有”。 保险公司没有要求吕女士进行

必要的体检或深层次了解，便直接与吕女士签

订了保险合同。一个月后，吕女士被查出身患

绝症且属晚期，吕女士也是此时才知晓。而保

险公司以吕女士当初隐瞒病情为由拒绝理赔。

评析：保险公司应当理赔。《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

条规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

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

的，保险人负举证责任。保险人以投保人违反

了对投保单询问表中所列概括性条款的如实告

知义务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但该概括性条款有具体内容的除外。”与之

对应，保险公司出具格式的投保单询问表中只

是提及吕女士“现是否患病”，并无患何种疾病

的具体内容，且没有要求吕女士进行必要的体

检乃至更深层次的了解，便直接与吕女士签订

保险合同，加之当时吕女士也不知道自己身患

绝症，保险公司自然难辞其咎。

没有按期解约应当理赔
胡女士投保重大疾病保险时，面对保险经

办人的询问，曾如实表示自己可能患有某种癌

症。可保险经办人为完成自身任务，不但没有

深究反而侥幸代表保险公司与胡女士签订了保

险合同。47天后，面对胡女士凭医院相关诊断

证明要求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才以其具有

保险合同解除权为由表示拒绝。

评析：保险公司应当理赔。《保险法》第十六

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

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

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

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

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

人有权解除合同。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

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

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

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

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结合本

案，正因为胡女士在投保时已告知自己可能患

有某种癌症，但保险经办人却为一己之私置若

罔闻，甚至保险公司在47天内没有提出解除合

同，保险公司自然不得推卸理赔责任。

不能举证证明应当理赔
因保险公司拒绝理赔重大疾病保险金，郭

女士不得不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审理中，保

险公司辩称其之所以拒绝，是因为郭女士在

投保时故意隐瞒身患绝症的事实。而郭女士

表示自己已经向其工作人员如实告知。最

终，法院以保险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郭女

士故意隐瞒身患绝症为由，判决保险公司承

担理赔责任。

评析：保险公司应当理赔。《民事诉讼法》第

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

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

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也指出：“当事人对

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

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

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

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

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

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鉴于郭女士表示自

己已经告知患病的事实，作为格式合同提供方

的保险公司否认，自然必须承担举证责任，其不

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郭女士故意或因重大过失

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无疑应当承担举证不能

的不利后果。

本报讯（通讯员 杨勋秦 童娟）“叔

叔，您好，这是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

平台，您扫码用手指轻轻点一下，选择

您所在的社区，就能看到该社区的公开

事项，如果您有问题也可以在上面直接

反映……”自全省小微权力“监督一点

通”平台建立推广以来，芜湖市镜湖区

弋矶山街道纪工委多渠道、多角度、多

维度开展宣传推介工作，持续提升平台

的推广覆盖面和群众知晓率，为群众送

上实用、便捷、高效的“码上监督利器”。

上下联动，“灵犀一指”深入人

心。依托“线上+线下”模式，线上利用

微信群、朋友圈转发、QQ群、社区网站

等网络媒体优势，高频推送平台使用

指南、宣传信息，形成平台宣传推广的

强大声势；线下利用展架、宣传栏、电

子屏等多种载体广泛发动，提高平台

知晓率，做好平台的常态化宣传推广。

送上家门，“自设罗网”强化监督。

社区纪检工作人员、网格员走进家门

口，与居民进行面对面的宣传，通过发

放《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宣传册，让

群众了解平台的作用、意义和具体内

容，手把手教居民如何扫码点击查询小

微权力清单、查看社区公示信息、反馈

问题、提出建议或投诉等操作流程。

及时准确，“专业运维”时时在线。

街道纪工委定期对社区平台录入人员

组织培训，提高相关工作人员操作流程

熟练度和准确度。建立小微权力“监督

一点通”日常管理长效机制，在街道纪

工委的指导下，社区纪委书记全程负责

日常平台的管理和维护工作，让小微权

力“监督一点通”平台“不间断运营”，为

监督小微权力发挥实效。

本报讯（记者 徐洪勇 通讯员 刘春）7 月 30 日，淮南市

2022年行政执法资格认证通用法律知识考试，在淮南联合大

学进行，考试全天共分 4场，共有 776名考生报名参加考试。

考生佩戴口罩，出示“安康码”，有序接受体温检测和身

份验证、准考证核验，分别在 5个普通考场参加考试。淮南

市人民政府和省司法厅分别派员在淮南市司法局主要领导

的陪同下，赴考场巡查指导考试工作，并实地查看考试指挥

中心视频监控，详细了解疫情防控、考务管理、服务保障等

情况。

为确保考试，市司法局精心制定考试工作方案，落实疫

情防控措施，及时通过安徽行政执法综合管理监督平台开展

考试报名和信息审核工作。召开动员部署会，加强协调部

署，细化工作责任，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和 9个考务工作小组，

切实将具体工作分解落到实处，确保此次考试的顺利进行。

由安徽著名作家、编剧、导演潘军

编剧执导的40集电视连续剧《分界线》

于 8月 1日登陆江苏卫视上星播出，各

大视频网站同步播出。

开播当日，投资方之一安徽广播电

视台华星传媒公司在合肥市举办了电

视剧《分界线》媒体看片会暨主创见面

会。著名作家、该剧编剧及总导演潘军

与主演、著名演员张国强到场与参会媒

体现场互动并接受采访。

电视剧《分界线》根据潘军《犯罪嫌

疑人》等小说改编，由潘军本人担任编

剧和总导演。著名演员何冰、张国强等

担纲主演，张彤、赵倩、汤嬿、马敬涵、霍

青、张兴哲、佟凡、阮巡、王聪、梁缘等知

名演员加盟。该剧主要拍摄取景地是

安徽省蚌埠市。潘军说，作品最后定名

为《分界线》，是受到了南北分界线淮河

的启示，而本剧中展现的情与法、黑与

白、真相与谎言、正义与邪恶，更是人间

正道的一条分界线。

剧中两位主角何冰和张国强，都是

广大观众喜欢的实力派演员，分别扮演

刑警队长于超和下岗工人马冬生。两

人将会在剧中演绎一段精彩的猫鼠游

戏，令人期待。但二人又同为学生家

长，后来又成了病人家属，灾难不约而

同降临到两个普通的家庭身上，两个男

人的惺惺相惜，又不禁让人唏嘘感叹。

潘军表示，和以往的刑侦剧、涉案

剧不同，《分界线》虽然以一起突发的典

当行抢劫案开始，故事的走向也是案件

侦查的层层递进、抽丝剥茧，但更多的

镜头语言展现的却是博大的人文情怀

和一种情与法的纠结与惆怅。这里既

有警察与犯罪嫌疑人的周旋，又有底层

百姓的挣扎与担当。同时，本剧也着力

表现了当下的扫黑除恶，一些情节的设

计波澜起伏，环环相扣。由于疫情的影

响，该剧从筹备到制作完成，前后历时

两年。剧组全体人员的不懈努力最终

赢得了专家们的赞赏，认为该剧写出了

深度，拍出了力度，是近年来公安题材

影视作品的一次新收获，是一部难得的

精品。

于超和马冬生的友谊和对立，将

是《分界线》中最为牵动人心的部分，

也让演员张国强印象深刻。二人在交

往过招中，不仅体现了两位父亲的人

格魅力，也体现了人性执法的感染

力。主创团队表示，《分界线》这部剧

的意义也是为了警示每个人都必须要

坚守底线。“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我

们生活在一个法治社会，法律对任何

人都是一个标准。”

该剧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公安部金

盾影视文化中心、安徽广电传媒产业集

团、安徽重瞳影业有限公司、博地（宁

波）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安徽华星传媒

投资有限公司、安徽五星东方影视投资

有限公司、蚌埠市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联合出品。

华星传媒作为安徽广播电视台旗

下专业的影视剧生产制作部门，始终紧

扣时代精神，把握作品导向，以开放的

心态、专业的水准不断加强影视剧的创

作力度，《分界线》也是继《生活启示录》

《觉醒年代》等口碑之作后，推出的又一

部精品力作。

看片会上，与会嘉宾纷纷表示，《分

界线》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

能与广大观众产生强烈共鸣，也有足够

的话题性引发讨论和思考，一定能在这

个火热的八月取得火热的收视佳绩！

(本报记者）

“带病投保”并非一概拒赔
□颜梅生

捂紧老年人捂紧老年人““钱袋子钱袋子””

情与法的碰撞 善与恶的较量

电视剧《分界线》震撼播出

群众指尖的“码上监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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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信用卡背后的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