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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骗取钱财，如何起诉索回

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

女子 ， 2017 年曾经见过

面。

此后她陆陆续续骗了

我 30 万元。

我去派出所报案， 派

出所说这属于民事纠纷，

让我去法院起诉。

我到法院想要起诉，

可是不知道她的详细地址

和个人信息。

现在我只有她的银行

卡号、 手机号和微信上的

聊天记录。

请问律师， 我该怎么

办才能要回这些钱？

———石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由于石先生没有详细

介绍被 “骗” 钱的前因后

果， 因此我们无法判定您

是否真的被骗。

由于您曾去派出所报

案， 而派出所建议您去法

院起诉解决， 那么我们暂

且假定您和这位女士之间

的纠纷仍属于民事纠纷，

需要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

解决。

但问题是， 从您的介

绍来看， 您和这位女士交

往不多， 对其个人信息知

之甚少， 而在法院立案必

须提供对方的真实姓名和

送达地址， 因此首先您需

要委托律师去进行初步调

查。

因为目前普通人是无

法到公安机关查询他人户

籍信息的， 但律师在手续

齐全的情况下， 可以办理

相关查询。

当然， 查询的前提是必

须有初步线索， 比如她的真

实姓名和户籍所在地。 如果

银行卡是她本人名下的， 或

者手机号码登记在她名下，

那么也可以据此获取她的姓

名和地址等信息。

在律师了解了事情的来

龙去脉、 并查询到她的相关

信息后， 律师会给您提出建

议， 究竟以何种案由提起诉

讼、 是否需要进行财产保全

等。

对于此类经济纠纷， 通

常可从债权债务关系或者不

当得利角度进行起诉， 具体

还须根据情况确定。

因此您的当务之急还是

尽快咨询并委托律师， 如果

您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 也

可向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

助。

尚有奖金争议，能否提出辞职

我所在的公司没有按

绩效奖金发放的规定支付

年终奖给我， 为此我曾口

头向公司提出， 公司说会

让人事专员去查一下给个

说法。

现在有一家公司想

“挖” 我过去， 可是我担

心一旦自己主动辞职， 是

否就意味着放弃了要求这

些年终奖金的权利。

请问律师， 我是否需

要在辞职时， 特别注明和

公司尚有关于年终奖的争

议？

———李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辞职并不意味着放弃主

张奖金的权利， 因为上述奖

金系李先生应得的劳动报

酬。

即使他已辞职， 不再是

公司员工， 仍对公司享有奖

金的请求权， 只要在劳动仲

裁时效内行使权利即可。

资料图片

我和前夫离婚 3 年，

他没有支付过抚养费， 我

们的儿子也已经跟了我的

姓。

现在他已经再婚， 婚

后又生了一个儿子。

请问律师， 等他过世

后， 我儿子是否也有财产

继承权？

———葛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如果葛女士的前夫没

有遗嘱， 那么她和前夫生育

的儿子有继承父亲财产的权

利 ， 这属于法定继承的权

利。

但如果她的前夫立了遗

嘱 ， 则应按照遗嘱进行继

承。

前夫再婚生子， 咨询继承问题

合同期满离职， 咨询补偿标准

我在公司担任销售人员， 基本工

资非常低， 刚刚超过最低工资标准，

主要的收入来自销售提成， 有时业绩

不好提成就很少， 因此每月实际收入

变化很大。

现在 3 年期的劳动合同即将到

期， 公司似乎无意和我续签劳动合

同。 我了解到， 法律规定在这种情况

下公司应当给予经济补偿， 以月工资

作为补偿标准来计算。

请问律师， 该补偿的标准， 是以

合同约定的基本工资为准， 还是以每

月实际获得的平均收入为准？

———石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根据我国 《劳动合同法 》 有关规

定， 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

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不同意

续订的情形外， 合同到期后用人单位不

与劳动者续签劳动合同的， 应向其支付

经济补偿。

具体计算方法为： 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 ， 按石先生在该公司工作的年

限， 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 六个月

以上不满一年的， 按一年计算； 不满六

个月的， 支付半个月工资。 此处所指的

工资， 是指石先生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

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 包括计时

工资或计件工资以及奖金、 津贴和补贴

等货币性收入。

在职开办公司， 是否违反法律

现在我有全职工作， 而朋友邀我

一起开家公司， 我担心这事被公司知

道， 可能对我目前的工作不利。

请问律师， 劳动法律法规是否有

关于在职员工开办公司的规定， 公司

能否处罚我？

———郑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劳动法律法规并未禁止所有企业

员工在外兼职和在职开办公司， 但是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员工是不能在外

兼职或开办公司的，比如国家公务员，涉

及同业竞争、国家秘密的情况。

另外，如果企业规章有相关规定，或

者与劳动者有书面约定的， 劳动者亦应

遵守。

根据郑先生所述情况， 他是否可以

开办自己的公司， 具体要看他在目前公

司的职务是否属于高层管理人员， 另外

公司是否有这方面的限制或者禁止性的

规定，此外还要看他开的是什么公司。

如果郑先生开的是跟原公司业务相

同或近似的公司， 可能违反竞业禁止的

义务，也可能涉嫌侵犯商业秘密。

公司已经撤销， 咨询仲裁事宜

我原先在外地一家公司的上海分

公司工作， 后来因为分公司撤销后的

裁员补偿、 加班费等问题， 我和公司

一直有纠纷 。 现在我想提起劳动仲

裁， 但该分公司已经不存在了。

请问律师， 我能否仍向之前该分

公司所在区的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

裁？ 还是说需要到总公司所在地去申

请仲裁？

———林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我国 《劳动争议仲裁法》 规定： 劳

动争议由劳动合同履行地或者用人单位

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 双

方当事人分别向劳动合同履行地和用人

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的， 由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管辖。

因此， 对于仲裁地点林先生有选择

权， 他既可以在上海分公司所在地提出

劳动仲裁， 也可以去总公司所在地提出

劳动仲裁。

经常长时加班， 是否违反规定

我在一家企业从事搬运工作， 活

多的时候经常安排我们加班， 有时候

一天要工作 10 多个小时， 一连数周

如此。 如果不加班， 又担心违反规定

而被解雇。 请问律师， 对于每天、 每

周或者每月的加班时间， 法律是否有

相关规定？ 我们单位的做法是否违反

规定？ ———翟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国家实

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 8 小

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 44 小时

的工时制度；同时规定，用人单位应当

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

如果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

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

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

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 在保障劳动

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

不得超过三小时， 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

十六小时。

在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延长工作时间

的，应当支付相应报酬：1、安排劳动者在

正常工作日加班加点， 应支付不低于劳

动者本人工资的 150?的工资报酬；2、休

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

的，应支付给劳动者正常日工资 200％的

工资报酬；3、 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

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300％的工资报

酬。

张某去年向我借钱，

说生意上需要资金周转。

我本来不打算借钱给他，

但他承诺给我很高的利

息 ， 我这才同意借钱给

他， 他也写了欠条。

最近这笔借款到期

了 ， 张某却一直不肯还

钱， 说他依旧没有现金。

可我从别人处听说， 张某

其实有钱， 不肯还钱的理

由是后悔当初承诺的利息

太高了。 他想让我去法院

起诉， 然后只给法定的利

息。

请问律师， 如果我去

法院起诉， 真的只能拿到

法定的利息么？

———顾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如顾先生有确凿的证

据， 一是证明张某的确因

资金周转向他借贷了该笔资

金， 二是证明该笔借贷资金

的还款期限已到， 则顾先生

完全可以向对方催讨， 若其

不予归还， 顾先生可以向人

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但因

为当初借贷资金时， 约定了

较高的利率， 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超过利率上限

的借贷利息部分无效， 即顾

先生可请求该笔资金在相应

借贷期间内的法定利息。

高息出借资金， 回收遭遇难题

工资遭到拖欠， 咨询仲裁时效

我因为遭到公司拖欠工资， 目前

已经辞职， 并打算提起劳动仲裁。 由

于有很多证据需要收集， 因此没有马

上提起仲裁。

请问律师， 对于索要遭拖欠工资

的劳动仲裁， 时效应该是多少？ 起算

时间又该如何把握？ 是从应该发放工

资的时间开始算， 还是从我辞职开始

算， 抑或是有别的依据？ ———韩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

七条第 1 款的规定， 劳动争议申请仲裁

的时效期间为一年。 仲裁时效期间从当

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

日起计算。然而，为了更好地保护劳动者

权益，该法第二十七条第 4 款规定，劳动

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

的， 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

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

因此， 韩小姐应当在离开用人单位

后， 即办理相关退工手续后一年内提起

仲裁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

袁某以和我有经济纠

纷为名， 到法院起诉且对

我的房子作了财产保全，

而我本来打算将这处房子

出售的。

请问律师， 房屋遭遇

财产保全我应该怎么应

对？

难道一直要到官司结

束才能解除保全么？

———罗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罗先生作为被告， 名

下的房产被原告申请保

全， 他如果认为该财产保

全有错误， 可以向法院申

请复议一次， 但复议期间不

停止原财产保全的裁定执

行。

罗先生也可向法院提供

相应的其他财产担保， 申请

解除诉讼财产保全。

否则的话， 该保全措施

的效力将一直延续到涉讼案

件判决并执行后方可解除。

遭遇财产保全， 如何能够解除

签约劳务派遣， 咨询工作年限

我和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签了 2 年

合同， 前后在两家公司干过， 现在合

同即将到期， 这家劳务派遣公司要跟

我续签 2 年合同， 派到第三家公司工

作。

请问律师， 如果将来公司和我解

除合同， 计算补偿的工作年限是否应

以和劳务派遣公司签约的年限计算？

———方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方小姐和劳务派遣公司签约后， 与

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就是该劳务派遣公

司。

无论她实际曾在几家公司工作， 或

者将来再发生工作调动， 其工作年限都

应以和劳务派遣公司签约的工作年限为

准。

诉讼实务

债权债务

我和丈夫前几年离

婚， 女儿由我抚养。

现在我打算送大学毕

业的女儿去国外继续深

造， 这就牵涉一笔较大的

费用。

我前夫不支持我送女

儿出国读书， 也不愿和我

分担这笔钱。

请问律师， 孩子的教

育费用前夫是否应当分

担？ 如果他不肯出， 我该

怎么办？

———胡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由于胡女士的女儿即

将大学毕业， 因此她很可

能已经年满 18 周岁。

根据相关法律， 孩子

一旦年满 18 周岁， 父母

就不再作为监护人， 同时

也没有抚养的义务， 其生

活教育等各项费用应自行

承担。

因此， 如果胡女士的

女儿已经年满 18 周岁 ，

父母对其无论是生活上还

是学业上的资助， 只能是出

于自愿。

现在胡女士要求前夫承

担女儿出国留学的费用， 前

夫依法的确可以拒绝， 因为

支付该笔费用不属于胡女士

前夫的法定义务。

如果前夫不肯支付， 法

律也不能强制要求他支付这

笔费用。

因此针对女儿出国留学

的费用， 胡女士只能与前夫

协商， 否则去起诉的话法院

也是不会支持的。

孩子出国留学， 费用如何承担

难以完成指标， 被辞有否补偿

我原先在公司任销售员， 公司的

制度是： 销售员有详细的销售指标，

如果 3 个月完不成指标， 就要接受一

个月的销售培训， 再次上岗后 2 个月

完不成指标， 公司就可以辞退我。

我由于没有完成销售指标， 必须

接受一个月的销售培训， 在此期间只

有底薪。 请问律师， 如果之后依旧完

不成指标而被辞退 ， 我是否能有补

偿？ ———苏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劳

动者不能胜任工作， 经过培训或者调整

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

可以提前 30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

本人， 或者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来解

除合同。

因此， 公司的做法是符合法律规定

的。

进行手术治疗， 合同到期咋办

我的劳动合同原本快要到期了，

但我最近因病在医院进行了手术， 术

后一直休养至今没有康复。

请问律师， 公司在我劳动合同到

期时是否可以不再和我续签合同？

———吴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根据 《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伤

负伤医疗期的规定》， 企业职工因患

病或非因工负伤， 需要停止工作医疗

时， 根据本人实际参加工作年限和在

本单位工作年限， 给予 3 个月到 24

个月的医疗期： （一） 实际工作年限十

年以下的， 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五年以下

的为 3 个月 ； 五年以上的为 6 个月 。

（二） 实际工作年限十年以上的， 在本

单位工作年限五年以下的为 6 个月， 五

年以上十年以下的为 9 个月； 十年以上

十五年以下为 12 个月； 十五年以上二

十年以下的为 18 个月； 二十年以上的

为 24 个月。

吴先生对照自己的工作时间， 可以

计算出相应的法定医疗期限。

如果吴先生自病假起加上医疗期，

超过了合同终结的时间， 以医疗期结束

的时间为准， 公司不能提前解除合同。

婚姻家庭

劳动工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