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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说法(210401 期)  

 
 

 

 

 

⚫ 法治动态 

 【江西加速推动稀土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来源：科技日报 

4月 10日，“赣南离子型稀土资源基地典型固废循环利用集成示范”项目

正式在江西赣州市启动。中国工程院院士干勇、黄小卫、中科院赣江创新研究

院院长齐涛及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论证并通过了项目实施方案。

作为江西乃至全国中重离子型稀土创新发展的重要高地，赣州市依托多年的技

术创新和科技进步，不仅在稀土开采、冶炼分离等产业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走在了世界前列，在稀土金属及后端加工、下游配套服务等方面也颇具规模。

与此同时，赣州每年矿山开采、金属冶炼、加工应用过程产生近 4万吨基固废，

综合回收利用率低，尾渣大量堆存并带来环境污染问题。 

“赣南离子型稀土资源基地典型固废循环利用集成示范”是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固废资源化”重点专项项目，项目由中国南方稀土集团牵头，联合中国

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江西理工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东北大学、江西省科

学院、五矿稀土集团有限公司、有研稀土高技术有限公司、赣州稀土矿业有限

公司、赣州齐飞新材料有限公司等科研机构、高校、企业共同承担，项目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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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 6824万元。 

据了解，项目聚焦中重离子型稀土基固废综合回收利用，立足解决稀土产

业链中固废循环利用等关键问题，以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为目标，重点研

究多源稀土基固废资源环境属性及污染管控技术，通过定向渗透和强化分离体

系设计等多种技术路线，获得固废循环利用综合解决方案及商业运行模式，形

成 2-3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套技术和装备，并建立标杆性集成示范推广基

地。预期项目完成后，每年可消纳稀土基固废 5 万吨，产值逾 10 亿元，从而

支撑国家战略新兴产业规划实施，取得显著的经济、环境及社会效益。 

江西省科技厅一级巡视员刘青表示，“固废资源化”重点专项项目是江西

继去年牵头承担“稀土绿色开采”和“稀土矿场地土壤污染控制”之后的又一

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这是江西加速推动稀土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又一

重要契机，全省各级科技部门要切实增强使命担当，切实履行好工作职责，为

项目实施创造有利条件和提供有力保障。 

 

 【全国绿色高质量发展二十佳矿山受表彰】 

---来源：中国矿业报 

近日，2021全国绿色矿山年会在山东德州召开，此次大会对荣获首届全国

绿色高质量发展二十佳矿山进行了表彰，并发布了《全国绿色矿业发展报告

（2020年度）》和行业发展研究与报告。 

全国绿色高质量发展二十佳矿山评选由中关村绿色矿山产业联盟主办、绿

色矿山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承办、中国矿业报社提供媒体支持，活动旨在为我

国矿业的绿色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升级树立标杆。经过在中国矿业报社新媒体平

台网络投票、专家综合评议等程序，再经审核和社会公示，20家矿山企业获得

此荣。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原副书记、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特邀咨询专家陈

存根在《绿色矿山建设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矿业领域的生动实践》的主旨

报告中指出，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统一，奠定了矿业领域促进生态文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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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基础；绿色、清洁生产，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资源

节约与高效利用，促进了绿色、低碳、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矿业生态环境一体

化治理，体现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重要原则等四个方面对绿色

高质量发展矿山进行全面的阐释，为矿山企业、区域绿色矿业发展指出明确的

道路，为生态文明在矿业领域的发展提出完整的路径。 

 

 【山西推进非煤地下矿山“电子封条”建设】 

---来源：中国矿业报 

   近日，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发布消息称，山西省安排部署煤矿“电子封条”

建设，2021 年上半年，全省 33 家长期停产、停建和正在实施关闭的非煤地下

矿山企业全面完成与国家矿山安监局的矿山“电子封条”智能监管平台联网对

接，实现正常运行。 

为了加强对长期停产、停建和正在实施关闭的煤矿的监管，国家矿山安全

监察局近日部署煤矿“电子封条”建设事项。为此，山西省组织忻州市繁峙县

凯鹏实业有限公司等 4 家单位，试点推进非煤地下矿山“电子封条”建设。3

月底前，在这 4座矿井的运料运人井口、回风井口、车辆出入口等关键地点安

装视频监视设备，通过图像分析终端识别分析人员进出、人数变化和设备开停

等情况，对于有必要的矿井在提升机、绞车等设备上安装电子锁，联网接入全

国矿山 “电子封条”智能监管平台。 

根据山西省应急管理厅的安排部署 4月至 6月上旬，全省将学习推广忻州

市“电子封条”建设试点经验，其余 29座长期停产、停建和正在实施关闭非煤

地下矿山企业将同步开展矿端“电子封条”建设，完成矿端“电子封条”视频

监视设备等建设。在 2021年上半年，全省 33 家长期停产、停建和正在实施关

闭的非煤地下矿山企业都要全面完成与国家矿山安监局的矿山“电子封条”智

能监管平台联网对接，并实现正常运行。 

山西省明确，通过在长期停产、停建和正在实施关闭的非煤地下矿山安装

“电子封条”，实现对关键地点、关键设备的远程监控，实现自动报警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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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送，及时发现和掌握企业是否具有违法组织生产建设行为。对监管平台推送

的报警信息，应急管理部门要立即组织现场核查；长期停产停建企业经合法程

序复工复产的，拆除“电子封条”须经省应急管理厅批准。  

 

 【洛阳钼业与宁德时代合作打造世界级铜钴项目】 

---来源：财联社 

洛阳钼业和宁德时代将联合开发 Kisanfu 铜钴矿项目。洛阳钼业工作人员

表示，双方合作后，项目具体运营由洛阳钼业负责，宁德时代方面不介入具体

管理，IXM(泛指 IXM Holding S.A.及其成员单位，以下统称 IXM)作为洛阳钼

业附属公司，会承接销售及物流服务。 

本次合作将帮助宁德时代锁定钴资源。据了解，Kisanfu 铜钴矿位于刚果

(金)，拥有矿石资源量 3.65 亿吨，蕴含超过 620 万吨铜金属和超过 310 万吨

钴金属，是世界品位最高的待开发铜钴矿之一。 

虽然国内疫情基本稳定，但全球疫情仍处于大流行阶段，给国际贸易环境

带来不确定性。宁德时代选择洛阳钼业，或许跟其供应链能力有关。此前非洲

疫情反复时，洛阳钼业工作人员曾告诉财联社记者，公司依托旗下贸易的平台

IXM 全球供应链能力，矿产品运输基本没受到疫情影响，因为每条线路都有备

选路线。 

除了合作开发 Kisanfu 铜钴矿项目，双方还有意在镍、锂资源开发扩大合

作，在新能源金属资源领域建立全方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 热点关注 

 

 “漫游”成历史 移动却默默收费 43 个月? 

 

用户:没意义的套餐为何还收费 客服:用户不主动取消会一直默认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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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很多 00 后的手机用户来说,“长途漫游费”是个极为陌生的名词,因

为早在 2017年这项收费就已经被取消了。然而,北京青年报记者近期接到消费

者投诉,称亲人的手机一直被收取名为“亲情省”的漫游套餐费。对于已经被取

消的业务为何一直收费,中国移动客服给出的解释却是“用户不取消会一直默

认收费”。而北青报记者也发现这一情况并非个案,还有多少“隐藏收费”在默

默让消费者“吃哑巴亏”? 

  读者爆料  

  漫游费取消了  

  相关套餐仍收费  

  “所谓的手机漫游费 2017 年就已经全国取消了,我最近才注意到,相关的

套餐居然一直在收钱。”日前,市民赵先生向北青报记者反映,自己家老人的手

机一直被收取“亲情省”套餐资费。赵先生表示,由于家里老人在退休前曾经在

外地工作一段时间,为了节省通讯费,当时赵先生给老人办理了这项业务。 

  对于很多 00后手机用户来说,“长途漫游费”已经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当

年,由于种种原因,各省手机资费不同。手机号有所属区域,离开这个区域接打

电话被称为“漫游”,而在本地拨打外地号码被称为“长途”。相比于本地通话

费,长途漫游的花费有时能高出 2 到 3 倍。比如,如果机主用北京移动的号码,

那么使用该号码在河北拨打或接听电话都要收取更高的资费,而用这个号码在

北京拨打外地电话也会被收取较高费用。 

  随着用户的增加,“长途漫游”资费也备受争议,因为对于移动等电信公司

来说,用户“漫游”到省外区域,并没有对通信公司产生匹配其收费水平的高额

额外成本。当时作为对这一反对声浪的缓冲,移动推出了“亲情省”“国内漫游

计划”等套餐活动,这些套餐每月只需要交 1 元,用户就能享受给外地用户打电

话和在外地接打电话的“优惠资费”。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早在 2015 年 8 月,中国移动就在京津冀地区取消了长

途漫游费。而到了 2017 年 9月,三大运营商则是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长途漫游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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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先生表示,他早已忘了还有这个套餐,因为金额不多,每次扣费时家里老

人都没有注意。但是,最近其帮助老人整理不用的手机号时,才发现还有这么一

笔套餐资费一直在支付,“漫游费都不收了,这个套餐还有什么意义?为什么移

动不主动取消?” 

  客服回应  

  用户不主动取消  

  会一直收费  

  不仅是赵先生,一些用户也曾反映诸如 12593月功能费一直被收到 2019年

下半年,甚至记者本人也在采访中找到一个直到现在仍在被收取“国内漫游计

划”套餐费的号码。如果按照 2015年 8月计算,这一北京移动的号码已经被收

取了 68个月被取消的业务产生的套餐费,即使是按照 2017年 9月计算,这一本

不应该存在的收费也已经持续交纳了 43个月。 

  此外,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北京移动近期短信账单并没有显示明细。在这一

涉事号码 4 月 8 日收到的 3 月话费账单中,主要消费项目仅罗列了“套餐及固

定费××元”。 

  对于此事,北青报记者以用户的身份于 4 月 8 日咨询了北京移动。其电话

客服表示,“国内漫游计划”业务需要用户通过短信退订,发送退订短信之后,次

月就会生效,不会再收取费用。同时,该客服表示,如果不是用户主动取消业务,

即使业务已经“不存在”,费用还是会照扣。直到目前,移动也没有下发新的业

务规则。而对于为何已经被取消的业务还会产生套餐资费,该客服人员表示,这

是系统问题,他无法解决,只能向上级申请处理。 

  4 月 9 日,北青报记者接到了移动客服对此事的回复。该客服表示,解决此

事的办法仍旧是需要客户自行取消业务,同时补偿客户 100元话费,该话费不可

被“提现”,如果转网或注销号码,该话费不会退还给用户。 

  此外当北青报记者问及被取消业务是否能以拨打电话等更明显的方式来

告知客户时,该客服表示,每次接到相关投诉和建议,移动客服均会向公司上级

如实反映。但是到目前为止,移动客服还没有接到针对已取消业务变更现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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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模式的通知。 

  记者发现  

  此类“停办却收费业务”  

  还有多项  

  北青报记者在北京移动官网上查询到一则《中国移动通信客户入网服务协

议》,其中明确规定:“如遇政府主管部门统一调整资费标准的,本协议按政府主

管部门调整后的资费标准在规定的时间起执行。”而显然,移动并没有按协议规

定取消本已经被政府规定不收费的项目而产生的套餐费用。 

  而北青报记者在与移动客服人员的反复沟通中注意到,客服人员透露出这

一不主动取消就一直收费的“停办业务”不仅是“长途漫游费”一项。 

  北青报记者在对部分移动用户的调查中也发现了一些资费明显与现在的

收费水平不对等的套餐,如 5 元 40M 的闲时(23 点到次日 7 点)流量费。而目前

在北京移动小程序上,1G 流量+某视频一天会员的拼购价格为 0.99 元。移动客

服表示,该 5 元 40M 套餐确实已经取消,但是作为神州行卡需要有必选套餐,目

前最低的套餐费用是“8元套餐”,含 30分钟和 10M流量。 

  此外,在黑猫投诉平台上,针对中国移动的各种投诉有 10万余条,其中很多

是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账单中出现套餐和会员收费的投诉。在一些贴吧中,

有网友称一些在小学里才能用的校园局域网业务,在孩子已经上了初二后才发

现仍在继续收费。一些业务不论是用户是否在知情的情况下开通,还是业务已

经被取消、资费发生变动,只要用户没有主动要求取消,就会一直默认收取费用。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在 2018年,中国移动被曝出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开

通了每月 10元的“车友助理”收费服务。而当时媒体要求其出具开办该业务的

录音时,移动方面却迟迟没有拿出。人民日报官微针对此事也曾发文批评:“隐

蔽扣费,不啻于朝用户口袋里掏钱。败露后却不承认,一再矫饰,大企业却耍小

把戏。” 

  建议  

  律师:用户可通过投诉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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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房玉洲律师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中国移动公司此种操作方式属于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针对有用户一直被收取“长途漫游”套餐费,房玉洲律师表示,根据《国务

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的规定,电信运营商应

在 2017 年内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也就是说,在 2017 年后禁止电信运

营商再收取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 

  虽然中国移动在其官网公布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但其在提供服务

过程中却以“消费者发现并取消”的方式加重消费者义务,变相对部分消费者收

取此部分费用,显然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在 2017年后被收取该部分费用的消

费者,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一条“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

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主张权利。 

  房律师建议,因手机长途漫游费所涉金额通常都不大,通过诉讼方式维权

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建议权益受到侵害的消费者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三十九条所规定的“向有关行政部门进行投诉”的方式进行维权。 

 

信息来源：北京青年报 

 

⚫ 法律故事 

 

从法律角度解读电影《我的姐姐》:24 岁姐姐有义务扶养 6岁幼弟吗? 

     

“所有人都觉得扶养他是我的责任,明明做错事情的不是我……”近日,电

影《我的姐姐》上映。父母意外双亡后,24 岁姐姐陷入面临去北上读书与扶养

6 岁幼弟的心理煎熬……那么在现实生活中,父母去世后,姐姐对于弟弟是否具

有扶养义务?姐姐有权利将弟弟送养吗?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影片中涉及的这

些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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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意外身亡,姐姐有扶养弟弟的义务吗? 

  电影《我的姐姐》中,姑姑将“你是姐姐”“长姐如母”挂在嘴边。面对突

如其来的变故,似乎所有人都认为,养育 6 岁弟弟的责任应落在姐姐安然的肩

上。那么,对于父母因意外身亡,哥哥姐姐是否有义务扶养弟弟妹妹? 

  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高级合伙人吴世柱表示,根据民法典第 1075条

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弟、

妹,有扶养义务,影片中的姐姐对弟弟具有扶养义务。 

  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官庞涛表示,父母去世后,没有祖父母外祖父

母,或者祖父母外祖父母没有监护条件的情况下,应由兄姐担任未成年弟妹的

监护人。 

  那么,姐姐作为监护人,要承担什么样的监护责任呢?受访专家表示,即将

于今年 6月 1日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16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需要履

行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障,关注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妥善

管理和保护未成年人财产等 10项监护职责。 

  姐姐作为监护人,是否有权将弟弟送养 

  影片中,姐姐安然执意将弟弟送养的举动引发讨论。一些网友认为她太过

于冷酷无情,并提出作为监护人的姐姐是否有权将弟弟送养的疑问。针对这一

问题,吴世柱律师表示,民法典第 1094 条规定,下列个人、组织可以作送养人:

孤儿的监护人;儿童福利机构;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因此,父母

去世之后,成年的姐姐作为未成年弟弟的监护人,是有权将其送养给有条件的

家庭的。 

  父母因车祸去世,还有姐姐的弟弟,可以在法律上被定义为孤儿吗?吴律师

表示,民法典规定,丧失父母的孤儿可以被收养。所以,孤儿是以丧失父母为条

件。影片中,安子恒的父母因车祸丧生,所以安子恒可以被定义为孤儿。 

  影片中,父母曾将一套房子登记在姐姐安然的名下,而这也成为亲戚在弟

弟的扶养问题上威胁她的筹码。那么,问题来了:房产证上写着姐姐的名字,弟

弟还能把该房屋当作父母遗产来主张继承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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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一问题,吴世柱表示,弟弟安子恒没有继承权。继承分为法定继承和

遗嘱继承。影片中姐弟二人的父母没有留下遗嘱,只能适用法定继承。依据民法

典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时间,房屋已经属于安然,不属于他们父母的遗产,因

此弟弟不能再主张继承权。 

  收养家庭提出“再也不见弟弟”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电影的结局是开放式的。面对收养家庭“再也不见弟弟”的协议要求,姐姐

无法狠心签下字,带着弟弟逃离了“新家”……随着电影热度的不断攀升,观众

对于这样的开放式结局的讨论也愈发热烈。电影中,使安然无法落笔的“再也不

见”协议,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吴世柱表示,假设安然将弟弟送养

成立,“再也不见”的约定也是无效的。 

  吴世柱表示,根据民法典第 8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

得违背公序良俗。“安然、安子恒姐弟之间,即使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在法律

上不存在亲属关系,但在道德伦理上,亲情并不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失。所以,

在电影《我的姐姐》的结尾,收养家庭要求姐姐安然签署的‘再也不见弟弟’协

议,遏止了亲姐弟的见面权,虽然在法律上不违反强制性规定,但从一个善良人

的视角出发,该协议违背了善良风俗这一基本原则,因此该约定无效”。 

  弟弟长大后,需承担扶养姐姐的义务吗 

  根据《我的姐姐》开放式结尾,网友提出:安然带弟弟离开收养家庭,独自承

担起扶养责任。那么,安子恒成年后,对扶养自己长大的姐姐是否具有扶养义务? 

  庞涛表示,民法典第 1075 条第 2 款对此作出了规定,由兄姐扶养长大的有

负担能力的弟妹,对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兄姐,有扶养的义务。 

  庞涛认为,扶养不仅是物质方面的,也包括精神上的安慰和生活上的照顾。

这一规定避免了“兄姐照管弟妹小,弟妹不管兄姐老”的结果,体现了权利义务

相一致原则,肯定了尊老爱幼的社会主义家庭关系。 

 

信息来源：正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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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法律 

 

民法典中上门讨债是否属于非法拘禁 

 

一、民法典中上门讨债是否属于非法拘禁 

上门讨债时，没有非法限制债务人人身自由行为的，不会构成非法拘

禁。如果通过暴力的方式限制债务人人身自由，会构成非法拘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三十八条 【非法拘禁罪】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

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

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

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二、非法拘禁构成要件 

实际中，构成非法拘禁得满足以下要件： 

1、侵犯对象，是依法享有人身权利的任何自然人。 

所以，只要是一般的人就可以，不用以行为能力进行区分。 

2、客观要件，具体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身体自由的行为。 

将他人关在房间，受害人的活动空间被限制，已经属于剥夺他人身体自

由。 

3、主体要件，既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是一般公民。 

国家工作人员实施非法拘禁行为的，会直接采取扣押等方式剥夺他人人

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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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观要件，表现为故意，并以剥夺他人人身自由为目的。 

按规定，我国法律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所以实施该行为的人

即属于故意。 

不过，若是为控制精神病人，将其关在房间内的，那么因为是出于其他

合理事由实施拘禁行为，所以不能认为是非法拘禁。 

因此，根据以上的构成要件，被他人关在房间，满足以上要件的就可能

构成非法拘禁。 

 

信息来源：华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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