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邓旆光 编辑 廖庆丰 美编 廖敏 校对 田仲蓉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要闻04
2019年1月18日
星期五

年终奖
有多少？
用来

干什么？

春节将至春节将至，，辛苦工作一年辛苦工作一年
的人们大都盼望着拿到满意的人们大都盼望着拿到满意
的年终奖回家过个好年的年终奖回家过个好年。。1717
日日，，记者从智联招聘获悉记者从智联招聘获悉，，
20182018年成都白领年终奖调查年成都白领年终奖调查
有了结果有了结果，，共回收有效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
15821582份份。。

结果结果显示显示，，超超66成的成都白成的成都白
领表示能拿到年终奖领表示能拿到年终奖，，较较20172017
年的年的7575..88%%有所下滑有所下滑；；20182018年年
成都白领年终奖平均值为成都白领年终奖平均值为
74517451元元，，略高于全国略高于全国71007100元元
的均值的均值，，相较于成都白领相较于成都白领20172017
年年终奖平均值年年终奖平均值59625962元元，，有较有较
大幅度的提高大幅度的提高；；而孝敬长辈是而孝敬长辈是
成都白领对年终奖的主要规成都白领对年终奖的主要规
划划，，近近44成的成都白领的年终奖成的成都白领的年终奖
规划选择了孝敬长辈规划选择了孝敬长辈。。

快递手机
到货发现竟是空盒

杜女士31岁，在南充市阆中城
区一家通讯器材经营部工作。

杜女士告诉记者，2017年12月，
在西藏打工的表哥委托杜女士帮忙
买一部iPhone X（256G）手机，并快
递过去。同年12月1日，杜女士在自
己工作的通讯器材经营部购买了一
部该款手机，单价9700元，除此之
外，杜女士还为手机购买了一份350
元的碎屏险，合计10050元。次日，阆
中市申通快递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揽
件员到杜女士上班的地方，杜女士
便将手机交给揽件员。杜女士说，因
为表哥打工的地方比较偏僻，不能
收快递，快递寄给昌都市的熟人李
女士，再由其转交给表哥。

杜女士说，她记得揽件员接过
手机后还开关机试验过，手机最后
也是由揽件员亲手打包装好，整个
过程，自己的一位同事赵女士也在
现场。

“当时他（揽件员）问了一句是
否保价，但同事说之前也寄过手
机，没有保价，最后他（揽件员）就
在详情单上费用部分‘非保价’框
内划了勾，品名处填写为‘电子产

品’。”杜女士说，自己随后支付了
18元快递费用，揽件员当时并未向
她解释是否保价会影响她应该承
担的责任。

杜女士告诉记者，李女士是
2017年12月7日拿到快递的，当着送
件员的面拆开快递，却发现里面只
是一个空盒子，并没有手机。李女士
当时便拍摄了相关照片保存证据，
并拒收。

杜女士随后找到阆中市申通
快递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快
递公司）当时只愿意赔偿5000元，
我不愿意，就去法院起诉了。”杜女
士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因为自己是给亲戚买手机，就没有
开 具 发 票 ，自 己 是 事 后 补 开 了
10050元购买手机的增值税发票，
随后，杜女士报警并将快递公司告
上法庭。

最终判决：
快递公司赔偿500元

阆中市人民法院就本案一审开
庭时，阆中市申通快递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方面表示，杜女士所寄快递
的快递面单上注明的快递物品为

“电子产品”，不能证明快递物品为

iPhone X（256G）手机。
阆中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虽

然邮寄包裹快递详情单上填写的
是电子产品，未明确是iPhone X
（256G）手机，但结合杜女士提供的
购买手机的收据及发票、杜女士同
事的证明及报警记录，可以认定杜
女士通过被告邮寄的是iPhone X
（256G）手机。此外，虽然揽件员询
问过杜女士是否保价，但快递公司
方面没有以足以引起杜女士注意
的方式告知其保价和不保价的赔
偿原则，因此造成杜女士未能对邮
寄物件进行保价的责任应由快递
公司承担。

最终，阆中市人民法院一审判
决，由阆中市申通快递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赔偿杜女士损失10050元。

事后，快递公司提起上诉。
二审法庭上，杜女士主张向申

通 快 递 公 司 交 寄 的 是 iPhone X
（256G）手机，申通快递公司揽件员
揽件时，进行了开关机试验，杜女士
还举出了事后于2017年12月10日开
具的增值税发票，以及同事的证明，
证 明 内 容 为 杜 女 士 交 寄 的 是
iPhone X（256G）手机。不过，快递
公司对此均不予认可。因为杜女士
的同事未出庭作证，其证言未被法

庭采信。
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杜女士与快递公司之间邮寄服
务合同关系成立，双方都应本着诚
实信用原则履行合同义务，根据约
定，杜女士未选择保价的，应选择快
件的价值，若未选择，则确认该快件
价值在人民币500元内，由服务单位
在该确认价值内赔偿。寄件人选择
保价的，服务单位将在保价金额内
按实际损失赔偿。据此约定，杜女士
未选择保价，也未选择快件的价值，
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杜女士
未选定价值，仅缴纳快递费18元，在
发生快递物件损毁、灭失的情况时，
快递公司应在500元内进行赔偿。此
外，杜女士也未举证证明，在与申通
快递公司缔结合同时，申通快递公
司同意，即使杜女士未选择保价，申
通快递公司仍然按照实际价值予以
赔偿。

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判
决，由阆中市申通快递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向杜女士赔偿500元。

1月17日，记者联系阆中市申通
快递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但
对方表示法院目前已经做出终审判
决，他不愿详谈此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

据智联招聘的调查结果，成都
白领2018年的平均年终奖为7451
元，排名全国第十三，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的7100元，相较于2017年的
5962元，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调研数据显示，参与调查的
成都白领中有69.03%表示能够拿
到年终奖，较2017年的75.8%有所
下滑。另外，有15.04%的成都白领
表示拿不到年终奖，与2017年的
16%相比，基本持平。从全国来看，
参与调查的白领中有55.17%表示
能拿到年终奖，比例较2017年的
66.1%下降明显，还有14.56%的白
领表示“据说有，不确定”；确定没
有年终奖的占比22.30%。

对于如何使用年终奖，选择孝
敬 长 辈 的 成 都 白 领 最 多 ，高 达
38.69%，高于2017年的28.1%。其次
是用来“购物”，占比为34.30%，2018
年 排 名 第 三 的 是“ 储 蓄 ”，占 比
29.09%。从全国来看，白领们拿到年
终奖后，选择“孝敬长辈”的比例最
多，达39.74%，其次是“储蓄”和“购
物”，分别为37.43%和30.82%，“投资
理财”、“还贷”“子女培养”也是年终
奖的主要使用方式，占比都超过了
20%。

根据全国的调研数据，年轻
人更喜欢将年终奖存起来，选择

“储蓄”的95后高达45.72%，90后为
39.45%。此外，企业管理层的白领
比较注重“子女培养”和“培训充
电”，这两项的年终奖使用比例分
别为33.06%和25.81%；中层管理者
的 选 择 这 两 项 的 比 例 也 高 达
34.72%和24.59%，而普通员工仅有
14.91%和9.83%选择这两项。

全国的调研数据还显示，在能
拿年终奖的白领中，超5成白领表示
自己可以在农历新年前拿到年终
奖，还有27.97%的白领甚至可以在
12月底之前拿到，有11.88%的白领
只能在农历新年后拿年终奖。

成都白领平均年终奖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据智联招聘调查数据，成都
白领对于2018年年终奖满意度
指数为3.55（0至5，数值越大表示
满意程度越高），高于全国3.13的
满意度，排名全国第八。关于年
终奖对跳槽的影响，成都白领中
有42.73%表示年终奖会是影响
跳槽决定的重要因素，较2017年
的61.80%下降了近19%。2018年
因为年终奖不理想而选择跳槽
的成都白领的比例较2017年下
滑明显。

关于“年终奖的意义”这项
调查，46.33%的成都白领认为

“ 是 工 作 一 年 应 得 的 回 报 ”，

15.61%的成都白领则认为是“决
定回家过年的面子”。从全国来
看，有47.31%的白领认为年终奖

“是工作一年应得的回报”，占比
最多，认为年终奖“是选择工作
的必要条件”的白领排名第二，
占比14.73%。

白领们对年终奖不满的因
素也主要体现在付出收获不相
匹配上，根据全国的调查数据，
白领对年终奖不满意的最大原
因是“年终奖并没有体现我这一
年的付出”，占比39.35%；第二个
不满的原因是公司“没有健全完
善的年终奖制度”，27.92%的白

领选择了这项；发放的人为因素
干扰大和发放形式不够透明也
是不满意的重要原因。

从全国的数据看，在年终
奖发放形式方面，有75.47%的
白领收到的是现金，这一比例
相较2017年的84.5%有所下降，
但现金发放仍是年终奖的主要
发放形式。除了现金外，生活用
品、食品、旅游、数码产品等也
是年终奖比较重要的发放形
式，而2018年发放股票/期权的
比 例 仅 为 3.27% ，较 2017 年 的
8.2%有明显下降。不少白领还
在调查中“吐槽”收到过的“奇

葩”年终奖：有充满“年味”的鸡
蛋、猪肉、油；也有贴心的毛巾、
袜子、衣服、被子等。

据全国的调研数据，从不同
岗位来看，市场/公关/广告岗位
的白领的满意度最高，达到3.83，
产品岗位满意度指数为3.80，也
比较高，而销售的满意度则跌至
末尾，2018年仅不到4成的销售
可以拿到年终奖，在所有白领中
排名最低，大部分销售没有年终
奖是影响年终奖满意度的重要
原因。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庄灵辉

数据来源：智联招聘

成都白领年终奖
平均7451元
孝敬长辈的人数排第一

男子在加油站发现别人加油后未拔
加油卡，便用他人加油卡给自己加油，两
小时内刷掉卡里三千余元。1月17日，崇
州法院就公开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经
速裁程序审理，男子被以盗窃罪判刑，单
处罚金二千元。

崇州市民赵英怀从事运输行业。
2018年9月24日15时许，他开车来到崇
州市元通镇一家加油站准备加油时，意
外发现自助加油机内已经插了一张卡，
卡里的余额有七千元左右。他见没人注
意到，便取下这张加油卡，给自己的车子
加满柴油。一下用掉1682.65元。加完油
后，赵英怀将加油卡带走，又来到崇州市
世纪广场附近的另一处加油站，并喊来
同伴，用这张加油卡给自己另一辆拖挂
车加满柴油。这一次，又刷掉2164.12元。
然而，离第一次刷加油卡不到两个小时，
赵英怀就接到了警方的电话，要求他去
派出所接受调查。此时，加油卡中的余额
有近四千元。

原来，这张卡系周宇丢失，在加油
后，他忘记取走加油卡便开车离开了加
油站。等周宇意识到加油卡还插在加油
机上，并转头回加油站时，加油卡已被取
走。周宇在监控中看到了赵英怀的车牌
号，并报案。

2018年9月24日16时40分，赵英怀
到派出所投案自首，并主动交待了盗刷
加油卡的事实。

赵英怀随即归还了加油卡，赔偿了
失主周宇的全部损失，同时也取得了周
宇的书面谅解。

尽管如此，赵英怀依然涉嫌盗窃罪，
公安部门在 2019 年 1 月 10 日向检察院
移送审查起诉。在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
下，赵英怀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2019年1月17日上午，本案在崇州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庭审中，公诉人指
出，赵英怀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之规定，
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

而赵英怀则当庭表示自愿认罪，并
同意公诉人量刑建议。

最终，法院经审理当庭宣判，以盗窃
罪单处赵英怀罚金二千元。“充分考虑被
告人案发后具有自首情节、积极赔偿被
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的事实，依法予以
从轻从宽处罚，对其适用非监禁刑。”承
办法官解释道。

双流机场春运出港旅客
和起降航班将创历年新高

2019年春运从1月21日开始至3月
1日结束，共计40天。预计今年春节前
的客流高峰将从1月27日开始，一直持
续到2月3日。节后第一轮返程高峰预
计会在2月7日（正月初三）到来。记者
获悉，在此期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预
计发送出港旅客330万人次，日均超过
8万人次；预计起降航班41480架次，日
均1037架次。两项数据较去年同期分
别增长7%和4%，创成都机场历年春运
新高。

从大数据分析，春运期间，成都机
场的国内旅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杭州、南京、拉萨等城市。
在客源较为集中的热点航线上，航班
客座率会达到95%以上，甚至出现“一
票难求”的现象，请广大旅客提前做好
出行准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张宇轩

用别人遗忘的加油卡加油

“揩油”揩成盗窃罪

记者在庭审现场通过计时器计时发
现，以法槌两次起落计算，本次庭审总共
耗时7分46秒。

据本案承办法官介绍，本案是刑事
诉讼法修改后崇州法院首次适用速裁程
序的案件。具体来说，进入速裁程序后的
案件，在庭审时可以跳过法庭调查和法
庭辩论这两个环节，从而节省庭审时间。

“并非所有刑事案件都能适用速裁
程序，根据法律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的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
件，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
人认罪认罚并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的，可
以适用速裁程序。”承办法官介绍道。

捡到他人财物不归还
涉嫌盗窃、不当得利或侵占

据记者了解，在四川省，盗窃的金额
达到 1600 元，即构成盗窃罪。对于加油
卡等涉及充值卡的犯罪，犯罪金额该如
何计算呢？对此，承办法官告诉记者，本
案中以实际使用的金额，而非拿到手时
卡里的余额来计算犯罪数额。

捡到他人财物且不归还，是否一定
会构成盗窃呢？对此，承办法官告诉记
者，依据三种不同的具体情形分别将构
成不当得利、侵占、盗窃。但这三种后果
都表明，对于他人的财物，如果占为己
有，均缺乏合法性，属于违法或侵权。“只
有他人主动丢弃的财物，捡拾过来才能
算原始取得。”

本案中赵英怀的行为为何是盗窃而
非侵占？对此，承办法官举了个例子：对
于朋友交予保管的财物，占为己有，这种
情形就构成侵占，但本案显然不属于这
种情形。 （涉案当事人系化名）
崇法宣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祝浩杰

// 焦点焦点 //
适用速裁程序
庭审总共耗时7分46秒

成都白领对年终奖很满意 “是工作一年应得的回报”

万元手机丢失快递只赔500元？
保价没勾选保价没勾选，，护航有风险护航有风险
女子称快递价值万元手机丢失，快递公司称只是一般电子产品
因没选择保价或快件价值，法院最终判决快递公司赔偿500元

南充的杜女士称南充的杜女士称，，一一
部价值万元的苹果手机部价值万元的苹果手机，，
从四川阆中通过快递公从四川阆中通过快递公
司寄往西藏昌都司寄往西藏昌都，，一周一周
后后，，当收件人打开快递时当收件人打开快递时
却发现手机不见了却发现手机不见了。。

11月月1717日日，，杜女士告杜女士告
诉记者诉记者，，她将快递公司起她将快递公司起
诉到法院要求赔偿诉到法院要求赔偿，，一审一审
胜诉后胜诉后，，快递公司提起上快递公司提起上
诉诉。。最后最后，，南充市中级人南充市中级人
民法院就本案作出终审民法院就本案作出终审
判决判决，，判决快递公司赔偿判决快递公司赔偿
杜女士杜女士500500元元。。

终审判决中提到终审判决中提到，，寄寄
件人选择保价的件人选择保价的，，服务单服务单
位将在保价金额内按实位将在保价金额内按实
际损失赔偿际损失赔偿，，但杜女士寄但杜女士寄
件时未选择保价件时未选择保价，，也未选也未选
择快件的价值择快件的价值，，根据权利根据权利
义务相一致原则义务相一致原则，，杜女士杜女士
未选定价值未选定价值，，在发生快递在发生快递
物件损毁物件损毁、、灭失的情况灭失的情况
时时，，快递公司应在快递公司应在500500元元
内进行赔偿内进行赔偿。。

智联招聘智联招聘20182018年成都白领年终奖调查结果年成都白领年终奖调查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