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8月 1日清晨，位于怀宁县高河镇大王庙街

的人民医保药房仓库旁，“纸丢丢”互联网回收点工作人

员正在对药房的包装箱等废品，进行分拣、称重、回收。

最近，怀宁县开启了“互联网+废品回收分类”的新模

式，通过这种模式，用户只要轻点手机就可以预约上门回收

废品，既便民又环保。

“我们这边经常有装东西的废旧纸箱，堆积着很占地

方，通过这个‘互联网+废品收购平台’，操作方便，一下单马

上就能过来，而且价格比较透明，服务也很好。”药房仓库主

管汪庆生说。

“纸丢丢”是一个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回收应用平台，用

户可在微信登录“纸丢丢”，在界面上选择一键下单，然后按

照流程提示，选择好上门地址、上门时间，就能在家中坐等

专业回收工作人员上门。卖废品所得会自动转进设置的账

号内，并且能获得相应积分，积分可在平台的商城里兑换日

用品，整个回收链条简单快捷。

通过平台下单的方式来进行废品回收，除了方便快捷、

价格透明以外，“纸丢丢”公司还将回收来的废品进行分类，

分类后直接售卖给再生资源处理企业，连接起了回收全产

业链的各个环节，信息管理也形成了可追溯的运营模式。

在怀宁县城 206国道南侧的一家废纸打包企业里，“纸

丢丢”公司回收的纸质废品都流向这里，工人将收购进来的

废纸、纸箱等分拣打包，再销售给造纸企业，变废为宝。废

纸打包企业负责人周根楼说：“把纸回收过来之后，我们再

进行分解、打包，然后交到纸厂造纸，循环利用，这样可最大

限度减少环境污染。”

传统的废品回收行业存在废品回收人员不固定、价格

随意更改、回收废品数量不明确、流向和处理方式不可控等

问题，而这种新模式回收体系更加完善且规范。怀宁县“纸

丢丢”启动运营3个月以来，网上接受订单700多单，已回收

废品200多吨，一部分废品如纸箱、钢材、旧衣等做到了分类

后再利用。 （钱续坤 范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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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年龄与身份证年龄不一致，退休以哪个年龄
为准？

戴某的人事档案记录的年龄比其身份证和户口簿
记载的年龄小了整整一岁。依据身份证记载的出生日
期，戴某现在已达到退休年龄。于是，戴某拿着身份证
要求单位给予办理退休手续，单位则称，根据档案记
载，戴某现仍未达到退休年龄，不能办理退休手续。那
么，职工退休年龄是以户口簿或身份证的记载为准，还
是以职工档案的记载为准？

评析 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劳动者的档案

年龄小于身份证年龄，劳动者往往要求按身份证年龄

办理退休，而企业一般按照有关规章的规定，以劳动者

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以致劳资双方经常就

此发生争议。现在，《民法典》对自然人出生时间的认

定作出了权威的规定。

《民法典》第 15条规定：“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

亡时间，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没有

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的，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

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

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

准。”据此，应当树立登记公示的

权威，用人单位在认定职工年龄

时，应当执行《民法典》的规定，以

劳动者户口簿或者身份证登记记

载的出生时间来确定其是否达到

退休年龄。

变更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履行一定期限是否算
数？

汤某因未能完成销售任务，公司将其调整到综合
部，月工资减少500元，并通过电子邮件将调岗降薪事
宜通知了汤某，汤某未回复邮件，于第二天到综合部上
班了。汤某到综合部工作6个月后提出辞职，并要求
公司向其补足6个月的工资差额计3000元。汤某的理
由是公司对其变更劳动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属于无
效行为。那么，法律会支持汤某的诉求吗？

评析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5条的规定，变更劳

动合同应当协商一致并采用书面形式。但在实践中，

很多用人单位在变更劳动合同时采用默示的方式。那

么，什么样的默示变更有效呢？《民法典》第 140条规

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据此，

当事人的默示在符合相应条件下将视为其意思表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

的解释（一）》第43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

致变更劳动合同，虽未采用书面形式，但已经实际履行

了口头变更的劳动合同超过 1个月，变更后的劳动合

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且不违背公序良俗，当事

人以未采用书面形式为由主张劳动合同变更无效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裁诉机关可通过劳资双方

的行为间接推定劳动合同已经变更。

本案中，公司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汤某调岗降薪，

汤某虽然保持沉默，但由于其按通知要求到新岗位上

班，故可以推定双方就劳动合同的变更已协商一致，由

于已实际履行超过 1个月，故该劳动合同变更是合法

有效的。汤某的主张无法获得法律支持。

对离职协议行使撤销权的期间为多长？
苏某的劳动合同到期时公司决定不再续订，其后

双方签了一份离职协议，就苏某的离职日期、经济补偿
金等作了约定。在履行协议时，苏某发现领到的经济
补偿比法定标准少了6000元，遂认为自己对该份离职
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想申请撤销该离职协议。那么行
使撤销权的期限为多长呢？

评析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

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 35条的规定，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

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

的协议，如果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

人请求撤销的，法院应予支持。而对于存在重大误解

或者显失公平情形的离职协议，当事人申请撤销的期

间为多长，劳动法并没有规定，得依据《民法典》的规

定来确定。

《民法典》第152条规定：“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 90日内没有行使撤

销权”，撤销权消灭。据此，劳动者认为自己对离职协

议的内容存在重大误解的，一定要在知悉该情形后 90
日内行使撤销权，否则过期将无法维权。 （潘家永）

“我已经到小区投放点

……”8月 2日 6时 50分，合肥

市庐阳区垃圾分类志愿者李

九三来到四里河畔小区垃圾

分类集中投放点，在庐阳区垃

圾分类督导员微信群里发了

张定位照。不一会儿，群里其

他大学生志愿者也上线“打

卡”，陆续晒出他们到岗维护

卫生、引导社区居民分类投放

垃圾的工作照。

李九三是一名即将步入大

四的学生，在马鞍山上大学，家

住合肥，他利用暑期实践的机

会，加入了庐阳区垃圾分类志

愿服务队，成为一名垃圾分类

督导员。

“还有一年就要毕业踏入

社会，在暑假期间做垃圾分类

宣传督导工作，一方面增加社

会经验，另一方面为自己家门

口的垃圾分类贡献一份力量，

觉得特别有意义。”李九三说，

他从 7月底开始，每天 7时至 9
时、18时至 20时，在垃圾分类

投放点向居民讲解垃圾分类

知识，指导一些老人、小孩使

用智能投放设备，并帮助一些

居民将混装的垃圾进行分类

投放，“有时也会在其它时段

和别的督导员一道，参与小区

垃圾分类入户宣传、流动宣传

等工作。”

据了解，庐阳区正在全区

764 个小区全面推广垃圾分

类。目前正值暑假，为更好地

发挥大学生志愿者作用，助力

庐阳区垃圾分类工作，庐阳区

城管局开展“垃圾分类我先行，

争当先锋做表率”志愿者招聘

活动，邀请一批大学生开展“垃

圾分类进小区”志愿督导、宣传

工作。目前，庐阳区垃圾分类

大学生志愿督导员队伍有 117
名，分布在全区 11 个乡镇街

道，近50个小区。

“大学生加入志愿服务队，

一方面他们都热情高涨，让庐阳区垃圾分类工作增

添了‘青春活力’；另一方面大学生有想法，在垃圾

分类宣传方面可以出一些好方法、新点子，有效提

高了居民垃圾分类的参与率、准确率。”庐阳区环管

科副科长涂伟说道。

大学生垃圾分类督导员虽然年纪不大，言行稚

嫩，但工作积极性特别高，在岗位上尽心尽责。在

垃圾桶边，他们经常拿着夹子给居民拿来的垃圾

“挑刺”，告知居民正确的分类投放方式。

“每天，我们会分别前往庐阳区 11个乡镇街道

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督导，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将垃

圾类别分得很清，觉得特别有成就感。”李九三说，

“我的爷爷是一名环卫工人，现在我加入了垃圾分

类督导员志愿工作，才切身感受到爷爷的辛苦。”

上岗以来，大学生志愿督导员获得小区许多居

民“点赞”。“我们小区也是半个月前才开始实行垃

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刚开始觉得好麻烦，很多东

西都不清楚怎么分，他们每次都很耐心地跟我们讲

解，这么热的天气一直守在岗位上，工作特别认真

负责。”四里河畔小区居民刘大姐说道。

（吴玲 肖倩 本报记者 戴恒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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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伏以来，歙县进入“上蒸下煮”的桑拿

天模式，烈日下沥青混凝土、水泥路地表温

度达 40摄氏度以上。歙县公路养护人员接

受着滚滚热浪的“烤”验，身穿橘黄色的工作

服，在长长的公路线上开展养护工作。

面对高温酷暑，S347线竹铺道班职工戴

金华每天都坚守在所辖的路段。强烈的紫

外线照射,阵阵热浪的熏蒸，使他的衣服被汗

水浸得湿漉漉，皮肤被阳光晒得黑黝黝。他

一丝不苟地清理着路边的塌方和落石，汗水

遮了眼，就扯出衣角随意擦拭一下接着干。

长时间下来，戴金华的双手和脖子酸胀难

忍，但看到被自己清理得干干净净的公路，

他由衷地感到欣慰。

火辣辣的太阳连日高悬，晒得人睁不开

眼睛。为维护“畅、安、舒、美”的公路通行环

境，歙县公路养护人员伏天里头顶骄阳，在

G233、S347、S349、S474线等公路上进行处治

路面病害、清理塌方、清扫路面、割打路肩高

草、疏通排水设施等各种养护作业。有的路

段没有任何可以遮阳的东西，头顶和路面的

热浪无处躲避，豆大的汗珠夹杂着粉尘悄悄

滑过他们的脸颊，汗水湿透了他们的衣背，

可他们仍然脚下不歇，手上不停。

“高温酷暑是路面修补的最佳时间，因

为天气越热，沥青的粘合性越好，修补出来

的路面就越平整牢固。在修补过程中，既要

加快进度，也要严格按照养护技术规范保证

质量，延长公路使用寿命，确保公路安全畅

通。”牌头道班班长郑健山说道。

修补沥青路面时，由于沥青混合料的

粘性非常大，养路工人需要费很大的劲才

能将滚烫的沥青摊铺平整，碾压过程中既

要保持路面平整度，新旧路面衔接处又要保

持自然过渡。在烈日炙烤和沥青地表高温

的双重“烤”验中，他们满脸汗水，身上的衣

服湿了一遍又一遍，但丝毫没有影响他们

工作的认真细致，橘黄色的身影成为盛夏

靓丽的风景。

据了解，在高“烤”季，歙县各道班、养护

单位从保护好公路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出

发，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尽量避开中午高温

时段，落实防暑降温措施，在确保公路各项

生产作业正常开展的同时，确保养护人员自

身健康。 （钱贵宝）

怀宁县利用互联网分类回收废品

居民动动手指头“纸丢丢”上门收

本报讯 公众在享受网络言论自由的同时要坚守

法律和道德的底线，损害他人名誉和隐私的，依法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近日，广德市人民法院调处了一起因

在抖音发布不实视频而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件。

原告为某公司，2021年初为方便员工在春节假期

有更多与亲人团聚的时间，听取并采纳了绝大多数员

工的建议，连续放假 13天，并对超过法定节假日的日

期明确公示并告知全体员工需要补班。被告系该公

司员工，因对补班通知不满，一气之下，在抖音短视频

平台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图像为原告公司发布的

补班通知，视频文字内容称工人补班加班很劳累，并

在视频上以醒目红色放大字体称原告是黑心工厂。

为了进一步加大传播力度，被告艾特了“宣城事”“宣

城日报”“广德微生活”等本地影响力较大的抖音媒体

号，视频发出后被点赞、评论及转发合计超过 300次，

点击量高达五万余次，后被告将此视频删除。原告认

为被告捏造事实，恶意诽谤，误导不明真相的公众，客

观降低了公众对原告的社会评价，侵害了原告的名誉

权，故诉至法院。

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

名誉受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

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等因素来认

定。承办法官仔细审核认定证据，听取双方陈述与辩

解，查明案件事实，认为该案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

调解处理更有利于化解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于是

承办法官耐心地向双方释法明理，双方当事人也都愿意

通过调解化解矛盾纠纷。最终原被告双方达成一致，被

告表示愿意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上发布视频公开向原告

赔礼道歉，并向群众澄清事实，原告也自愿放弃了其他

的诉讼请求。 （涂田甜）

本报讯 为优化交通运输营商环境，建设人民满

意交通，近日，黄山市交通执法支队根据省交通运输

厅、省司法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在全省交通运输领域推

行轻微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清单和告知承诺制的通

知》，成功办理首例免予行政处罚案件。

黄山市交通执法支队一大队在对辖区内一家涉旅

船舶公司检查中，发现该公司所属船舶某某号船长张

某工作期间未携带船员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

员条例》第五十一条有关规定，可以对该违法行为处以

2000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执法人员对违法行为人

信息进行了查询核实，张某属于首次违法，且情节轻

微，危害后果不大。按照相应法定程序，执法人员随即

向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及通知精

神，将告知承诺书上传至执法管理系统进行留档，责令

改正，不予罚款处理。 （吴昊 管嘉嘉 李威）

黄山市交通执法支队
柔性执法“上线”

员工怒发“抖音”视频涉侵权
经法院调解赔礼道歉化纠纷

公路“守护者”
伏天在行动

案说
法举

水上瑜伽水上瑜伽 8月3日，黄山市徽州区富溪乡光明村漕溪河中，户外瑜
伽爱好者在水上练瑜伽。

据悉，富溪乡水网密布，有漕溪河、新田河等5个河段，河
道长近50公里，水上娱乐成为夏季休闲时尚。 吴建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