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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简介
范某、李某夫妻两人租用

某出租屋作为手表加工及住

宿场所。两人以招工之名，

先后通过中介招来三名未成

年人，并通过锁门禁止外出，

强迫他们从事手表组装工

作。

公安人员接到报警后，

到场解救了三名未成年人，

并将范某、李某抓获归案。

法院经审理认为，范某、李

某以暴力、胁迫 和 限 制 人

身自由的方法强迫未成年

人劳动，其行为共同构成

强迫劳动罪，判处范某有期

徒刑三年，并处罚金；被告

人李某有期徒刑十个月，并

处罚金。

■部门说法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以限

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强迫未成

年人劳动的案件。根据《劳

动法》第十五条规定，禁止用

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

未成年人。同时《刑法》第二

百四十四条规定，以暴力、威

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

强迫他人劳动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

未成年人心智发育尚未

成熟，自我保护的能力较

弱，在侵犯未成年人权益案

件频频发生的当下，国家对

未成年人的保护给予了高

度重视。

本 案 中 范 某、李 某 夫

妻强迫未成年人劳动的情

形，符合我国《刑法》中关

于强迫劳动罪的规定，应

以强迫劳动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

■相关链接
11月26 日至 12 月 5 日，

每逢周五至周日，南海区普

法办、南海区司法局、南海

区教育局联合举办“党在

我心中”主题微信学法大

赛，参与游戏答题有机会

获 得 微 信 红 包 等 丰 厚 奖

品，详情可关注“南海普法”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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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普法

近段时间，困扰了中恒

海晖花园多年的问题终于得

到了解决。原来，小区议事

代表通过圆桌议事会，表决

通过了《小区文明养犬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有效解

决了小区业主遛狗时不牵狗

绳、任由犬只随地大小便等

问题，同时明确了特定的溜

犬区和溜犬时间，有效保证

了小区居民出入安全。

小区业主韦聪全程参

与了《公约》的制定、表决和

推行。“在这里生活快 4年

了，感觉小区氛围十分融

洽！”韦聪是小区养犬业主

之一，也是小区议事厅智囊

团专业智囊团列席代表之

一，目前从事企业ERP管理

和营销方面工作，长期与客

户、同事“打交道”，让她有

了一套专属的沟通方式。

“圆桌议事会制度建立

时，小区计划组建议事厅智

囊团，我得知后很快就答应

加入了。”韦聪认为，居民能

以事论事，就小区建设表看

法、提建议，这是小区自治

进步的体现。

为了让议事会机制有

条不紊地进行，韦聪积极运

用自身特长，为《公约》制定

和协商提供帮助。在平时，

善于与居民“打交道”的她，

充当了居民意见的收集者、

《公约》试行的带头者、条例

法规的宣传者。原本设于

清晨的溜犬时间，通过韦聪

参与协调后，适时变成了9

时至11时，人性化的《公约》

受到广大养犬业主的好评。

事实上，一套因地制宜

的制度运行，离不开人才。

而中恒海晖花园议事厅智

囊团，恰恰能为小区方方面

面的运作提供多向帮助。

比如《公约》修订期间，里水

镇城管队长、小区业主赵煜

就养犬方面为议事代表、养

犬人士普及相关条例知识；

从事音响、舞台设计的业主

免费为小区晚会提供方案及

设备；从事安保行业的业主

为小区各类活动提供应急方

案；从事教育行业的业主为

放暑假的孩子们上防溺水讲

座和发放游泳票……

“智囊团的建立，让我

看到了新时代小区自治的

多种可能。”韦聪对智囊团

表示了肯定，她认为这不仅

将小区专才集聚起来，为彼

此提供了沟通的机会，更是

为小区专才搭建了自治平

台，小区的发展将拥有更多

新思路。

“超哥，我们楼下的门锁坏

了，下午方便……”“行，没问题！

我现在就过去。”没等这位街坊说

完，“超哥”就将沉甸甸的工具包

扛在肩上，快步奔向目标楼栋。

在同声社区南海旧发电厂小

区（以下简称“电厂小区”），“要维

修，找超哥”成了街坊们的一致共

识。“超哥”许国超是精通维修的

“多面手”，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默默为小区奉献，以实际行动诠

释了新时代的雷锋精神。

修好闸门助力防疫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

如其来，为守护广大居民的生命

健康，同声社区紧张有序地开展

疫情防控工作。电厂小区积极响

应社区“同心抗疫 共克时艰”的号

召，动员小区居民做好防疫工作，

守好闸门，加强人员出入管理。

然而，电厂小区的不锈钢闸

门因年久失修，引发马达丢失、滑

轨生锈、滑轮不转等问题，已无法

正常使用，这不利于小区实施疫

情防控围蔽管理工作。

原本小区闸门损坏是非常容

易解决的事情，但对于一个没有

物业公司管理，只能靠居民协调

维护的小区来说，一桩看似不起

眼的“小事”，也变得尤为棘手。

在这个危急关头，电厂小区

居民许国超二话不说，主动承担

起闸门维修的工作。需要什么零

件，许国超就跑去五金店买，哪些

配件没买到，就自己动手做。许

国超通过自身过硬的维修技术，

将失灵的推拉闸门“救活”了。

“守好门，才能有一方平安。

我们居民的安宁，少不了超哥出

的这份力。”居民黄姨说，电厂小

区住户多为中老年人，因此在解

决许多小区治理问题上，常常显

得力不从心，但年龄相仿的许国

超起了个好头，这让许多居民也

意识到，要为小区多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事情。

当知道值守大门的帐篷没有照

明灯，许国超又主动架线管，装插头、

布线，为值守人员点亮了“温暖”。

翻新墙体600平方米
走进拥有30多年楼龄的电厂

小区，随处可见时间留下的印

迹。楼道昏暗、屋檐布满蛛网、门

窗锈迹斑斑、储物间铁门破洞

……在小区居民看来，这些问题

显而易见，却也不容易化解。

“小区的事就是我们居民的

事，‘吃亏’点不算什么。”了解到

大家的需求后，许国超主动挺身

而出，第一时间到小区楼道走访

查看，拟定维修改造方案并征集

各住户意见。凭借专业的维修技

能和热心担当的做事作风，许国

超获得绝大部分居民的支持，大

家纷纷自掏腰包集资购买乳胶漆

等装修工具。每当有空暇时间，

许国超就会挨家挨户粉刷楼道墙

壁。如今，楼道环境焕然一新，变

得白亮、干净。

“小区变靓了，居住也更舒服

了，真的很感谢超哥！”许国超付

出的时间与汗水，居民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据不完全统计，许国

超所翻新的小区楼道墙体面积，

合计约600平方米。

只要小区居民有装修、水电

维修等需求，许国超都会尽量抽

时间提起工具包赶赴现场。他积

极发挥特长，不计得失，为邻里提

供无偿帮助，让老旧小区从“没人

管”转变到“自己管”。

“希望更多街坊能够齐出力，

为我们的家园出一份力。”接下

来，许国超还希望带动居民参与

小区治理，通过发挥个人专长共

建美好家园，汇聚更多参与社区

多元治理的力量，为实现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而发力，

让小区实现“大家管”的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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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郭建文

（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社区“智囊团”个个有特长
里水各个城市社区组建“智囊团”队伍，助解小区治理难题

同声社区南海旧发电厂小区“活雷锋”许国超：

维修“多面手”情暖邻里间
未成年人篇——

强迫未成年人劳动
构成强迫劳动罪

当前，里水各个城市社区均组建了“智囊团”队伍，主要任

务是当好社区治理的好帮手。他们用心用力，发挥个人特长，

就社区或住宅小区里出现的难题、议题出谋划策，与社区居

委、物业公司等力量一起化解问题，推动融和小区建设。

吴仁武是海南洲社区的一名

志愿者，他既不是楼长，也不是议

事代表，但他热心参与社区事务，

还利用自己的特长，积极配合社

区做好管理服务工作。他笑着

说，自己的专业就是人力资源，善

于与人打交道。

他作为糖果雅苑的老住户，

对小区内的物业服务和环境卫生

十分关心。有业主反映，小区内

的树木已长得很高，存在一定的

安全隐患，草坪的园林绿化也很

长时间没人修剪了，容易孳生蚊

虫。吴仁武听到后，主动架起居

民与物业、社区之间的沟通桥梁，

约物业和社区相关人员到小区走

访调查，了解居民心声和实际情

况，并督促物业尽快做好环境卫

生和园林绿化工作。

今年大规模核酸检测采样工

作中，吴仁武身先士卒，动员同小

区的朋友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同

时在小区微信群广发通知，一个

25人的志愿队伍迅速在3个小时

内集结完成。

吴仁武对小区有很深的感

情，但小区没有业委会，很多问题

单靠物业解决不了，例如环境卫

生变差、瓷砖脱落、安保减少、绿

化管理缺位等。他认为，既然没

有业委会，就要由业主主动站出

来，配合社区工作，组建楼长、志

愿者等队伍，推动基层治理进步。

吴仁武说，很多居民日常工

作早出晚归，政策的传递、社区与

他们的沟通，都只能利用晚上或

是周末的时间，实际上双方都增

加了压力，这时候就需要有更多

的志愿者、楼长等做好沟通，及时

传递声音，化解矛盾，这样小区才

能越来越好。

/海南洲社区：吴仁武/
发挥“聊天”特长 架好沟通桥梁

/金溪社区：韦聪/
为小区协商注入“中和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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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声社区
●“智囊团”人数：86人

●专长：纠纷调解、急救技

能、项目方案整理、文化艺术

（陶艺、歌唱、书法、旗袍、舞蹈、

绘画）、亲子教学等。

金旗峰社区
●“智囊团”人数：22人

●专长：纠纷调解、医学医

药、法律、培训、体育运动（象棋、

足球、篮球）、文化艺术（摄影、舞

蹈、音乐、花艺）、理发、烹饪等。

新兴社区
●“智囊团”人数：18人

●专长：垃圾分类、宣传讲

师、环境卫生以及城管类等专

业知识指导等。

海南洲社区
●“智囊团”人数：26人

●专长：人力资源管理、教

育培训、建筑工程技术指导等。

金峰洲社区
●“智囊团”人数：13人

●专长：家庭教育、医学领

域、纠纷调解等。

金溪社区
●“智囊团”人数：20人

●专长：计算机、人力资源

管理、舞台音响设备、水电工程、

教育、城市管理、交通管理等。

■许国超（左）自发参与维修小区下水道。

■吴仁武（右二）与志愿服务队队友一起。

■■海南洲社区吴仁武海南洲社区吴仁武。。

■■金溪社区韦聪金溪社区韦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