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陈绵钦 美编：余永康 校对：黄虹

社会

2019.1.8��星期二

INFORMATION TIMES

A12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云法宣）

家住广州白云区的侯某，2009

年通过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成为一名学

校教师， 在学校工作7年后， 被学校解

聘。 侯某起诉至白云区法院请求学校继

续保留事业单位人事关系，并支付赔偿

金。 记者1月7日从白云区法院获悉，其

诉请被法院驳回， 原因是其不诚信报

考，校解除人事聘用关系的行为合法。

入职7年后遭解聘

据了解， 侯某于2009年8月经事业

单位公开招聘考试，入编广州市某高级

技工学校，岗位为专职教师。

2015年3月1日，广州市白云区某街

道办事处对侯某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在

2007年5月政策外超生一名男孩的情况

向学校通报。 学校遂于2015年10月23日

以侯某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为由对其作

出处分决定，给予侯某降低岗位等级处

分，低聘一级，由讲师降为助理讲师，处

分从2015年11月1日起执行。 后学校再

于2016年3月22日召开校务会议， 决定

解聘侯某， 理由是其在参加2009年6月

的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直属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办理政审时，提供的

计划生育证明与事实不符，严重违反国

家法规和人事纪律。

起诉学校要求保留人事关系

侯某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确认技工学

校在2016年3月22日的解聘违法， 恢复

人事关系和原来的工资待遇，继续履行

聘用合同； 要求学校支付2016年4月至

12月的工资69400元。 仲裁委于2017年3

月28日作出仲裁裁决书， 裁决结果为：

驳回侯某的仲裁请求。 侯某不服该仲裁

裁决，起诉至法院。

侯某认为，技工学校已于2015年10

月对其发生在2007年的超生行为作出

了降低岗位等级的处罚。 根据一事不能

二罚的基本原则，其在2016年就同一事

实又进行了重复处罚。 再者，《事业单位

人事管理条例》并没有规定超生行为必

须受到开除处分。 因此，双方的人事关

系仍然合法有效的，学校的解除行为是

违法的。

法院判决:学校解聘行为合法

法院审理认为，《广东省人口与计

划生育条例》曾于2015年12月30日由广

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订，修订后的《广

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自2016年1

月1日起施行。 根据修订前的规定，国家

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 综合双方

的有效举证及庭审中的陈述，证实了侯

某于2007年5月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规定

超生一名男孩。

侯某主张其超生的子女现已符合

现行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规定，其已受到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的

处罚， 故学校不应解除其人事聘用关

系。 对此，侯某的超生行为发生于2007

年5月，现行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

条例》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故侯某

的超生行为不适用于现行条例， 其于

2007年5月生育第二名子女的行为不符

合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规定，确属政策

外超生，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

本案中，侯某明知其在2009年报考

事业单位时存在政策外超生的情形，却

在招考过程中隐瞒该事实，最终使其得

到该学校的聘用。 然而，侯某并不符合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报考及任职的基

本条件，现作为用人单位的学校发现该

情形后，对其作出合乎其过错程度的处

分决定———解除聘用关系， 于法有据，

并无不妥。

因此， 法院认定双方的人事聘用关

系于2016年3月22日解除，侯某主张双方

至今仍存续人事关系及主张学校与其继

续订立聘用合同的诉请于法无据， 法院

不予支持。 广州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

讯员 严运达 张科军）

昨日，记者从

广铁警方获悉，1月6日一名中年男

子使用假身份证进惠州站乘火车，

担心被查，竟然穿着假军装壮胆。但

还是被民警识破身份。 面对警方调

查，男子态度非常蛮横，最终被依法

给予行政拘留。

1月6日中午， 惠州铁路公安处

惠州站派出所民警在进站口执勤

时， 发现一名男子穿着老款假军装

在惠州站准备进站乘车，神色慌张，

刻意躲避。这让民警觉得蹊跷，于是

上前对其进行检查， 细心的民警发

现， 该男子手持的身份证不仅字迹

模糊， 材质粗糙， 而且没有任何水

印， 疑似假证， 于是展开进一步调

查。

经查，该男子名叫邵某，湖南长

沙市人，今年42岁，在广东惠州一工

厂上班。其承认该假证是他花200元

联系工厂附近的小广告购买的假身

份证。邵某称，假身份证是前几年办

的，但是办出来后因为害怕被查，一

直没有使用。 直到最近因为其真的

身份证遗失了， 邵某便想到使用这

张假身份证坐火车回家， 但因担心

被查出， 便穿着以前在地摊买的老

款假军装企图逃避检查。一开始，邵

某的态度相当蛮横， 始终不配合民

警调查，不肯承认自己是假冒军人。

经过民警反复法制宣传和教育，才

最终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

法律。

在此，铁路警方提醒广大旅客，

请不要购买、出售、使用伪造、变造

的居民身份证。 违者将会受到法律

制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据

深圳市检察院1月7日消息，近日，该

院以涉嫌受贿罪，依法对深圳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党组成员、

副主任刘

堃（副局级）

提起公诉。

起诉书指控：2005年至2018年

间， 被告人刘

堃

利用先后担任深圳

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办公

室主任、深圳市卫生监督所所长、深

圳市卫生监督局局长、 深圳市委卫

生工委委员、 深圳市卫计委党组成

员、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或利用

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

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

为，在民营医疗机构设置、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办理、卫生监督执法、政

府采购项目、 工作调动等方面为他

人谋取利益， 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

计人民币539.6003万元、 港币2万

元、美元4.4万元，应当以受贿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张劲超 刘一瑶）

临近春运，返乡客流也

开始增多，但一些粗心的旅客在进站安

检、候车、乘车、下车四个关键环节遗忘

物品。 记者从广铁警方获悉，元旦至今

近一周内，广州铁路警方就相继在广州

南站接到相关求助警情近50宗，为旅客

找回现金6万余元，手机3台，笔记本电

脑1台，财物总价值近10万元。

接着电话排队检票 行李箱竟

忘在原地

1月4日，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巡逻

至三楼B20检票候车区时， 发现一个无

人认领的黑色行李箱，内有衣物、护照、

笔记本等物品价值近万元。 民警根据箱

内护照留有的联系方式联系到失主杨

先生，对方这才知道遗落了行李箱。

杨先生回忆，自己是因为在排队检

票时，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妻子因

为琐碎事情与自己争执，心情烦躁的杨

某一边打着电话一边检票进站，把当时

拉着的行李箱遗忘在原地，自己却乘坐

高铁离开广东了。

到站后匆忙下车 装5万元的公

文包忘了拿

1月5日下午， 长沙的刘先生乘坐

G73到达广州南站， 出站后拦下一辆出

租车刚上车，突然意识到自己出门时携

带的公文包不见了。 而包内装有5万元

现金和此次来穗出差携带的相关手续

文件及证件。 刘先生焦急地找到广州南

站派出所民警寻求帮助。

在民警耐心的安慰下，刘先生慢慢

想起遗失经过：当日中午，刘先生从长

沙南站乘坐G73次， 上车后把公文包随

手放在座位上，又因为车上太热把外套

脱下放在公文包上，到站后刘先生只拿

走外套便下车。

民警随即通过客运部门联系到G73

次列车长，车长在刘先生乘坐的座位上

找到黑色公文包，后转交回广州南站派

出所，经民警清点公文包内五万六千元

现金和相关文件、证件完好，完璧归赵

交还给刘先生。

上完厕所不见行李 原来是记

错候车区

1月6日11时30分许，执勤中的广州

南站派出所民警陈警官接到旅客冯女

士的求助，她称在22号检票口对应候车

区候车，2个行李包就放置在座位上，在

候车时上了个厕所，出来之后放在候车

区座位上的两件行李便不见了。

经验丰富的陈警官根据冯女士的

候车轨迹，只用了10分钟，便在20B候车

区的一处座位上找到遗失的两个行李。

原来， 因为广州南站候车区域太相似，

冯女士也没太留意具体座位差别，以至

于记错了位置。

教师隐瞒超生 入职7年被解聘

法院判决:学校解除人事聘用关系的行为合法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

规定》第三十条规定：“严格公开招

聘纪律。 对有下列违反本规定情形

的，必须严肃处理。 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应聘人员伪

造、涂改证件、证明，或以其他不正

当手段获取应聘资格的；（二）应聘

人员在考试考核过程中作弊的；

（三）招聘工作人员指使、纵容他人

作弊，或在考试考核过程中参与作

弊的；（四）招聘工作人员故意泄露

考试题目的；（五）事业单位负责人

员违反规定私自聘用人员的；（六）

政府人事行政部门、事业单位主管

部门工作人员违反规定，影响招聘

公平、公正进行的；（七）违反本规

定的其他情形的。 ”及第三十一条

规定：“对违反公开招聘纪律的应

聘人员，视情节轻重取消考试或聘

用资格；对违反本规定招聘的受聘

人员，一经查实，应当解除聘用合

同，予以清退。 ”

相关法律条文

“大头虾”旅客频丢东西

铁警一周找回10万元财物

如果在旅途中遗失物品，一是

立即折返寻找 ， 二是可以拨打

12306客服电话联系寻找， 三是在

车站遗失物品，请立即与车站工作

人员取得联系。

警方提醒

男子穿假军装用假证

企图进站乘车被拘留

深圳卫计委原副主任

刘堃被提起公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