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筑牢疫情防线 守护校园安全
合作区各中小学校一手抓教学，一手抓防疫

近期疫情防控形

势严峻复杂，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多措并

举积极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搞演练、开社

团、上网课……记者

通过走访发现，合作

区各中小学校一手抓

教学，一手抓防疫，积

极落实疫情防控各项

工作部署，强化责任

担当和保障意识，以

温情细致的服务保障

师生健康安全，为学

校疫情防控工作贡献

力量。

湾 区 探 索 粤 澳 强 音 责任编辑：陈海阔 美编：张一凡 校对：韦驰 组版：李志芬
B02 综合 2022年4月7日 星期四

整理：本报记者 肖皓方
特别鸣谢广东华商（珠海）律师事务所岩羊应用法律团队提供支持，谢巧、王晓燕对

本文亦有贡献

周丽琴向记者介绍说，珠海法院曾经
审理过两个类似的案例，其背景均为夫
妻双方有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内未经另
一方同意，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
人。从中可以发现，适用内地婚姻财产
制度和澳门婚姻财产制度的处理结果有
一定差别。

（1）莫某赠与合同无效案——适用内
地婚姻财产制度，赠与合同无效，第三人应
当将受赠的财产返还给夫妻中财产受损的
一方。

莫某与黄某系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黄某未经莫某同意擅自将巨额夫妻
共同财产赠与田某，经法院审理认定：黄某
在与莫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经莫某同
意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田某，侵害了
莫某的夫妻财产共有权，事后也未取得莫
某的追认，该赠与行为应属无效行为，田某
应将因该无效赠与行为取得的款项返还给
莫某。

（2）毛某赠与合同无效案——适用澳

门婚姻财产制度，赠与合同无效，赠与的财
产返还给原赠与人。

毛某与邓某均为澳门居民，系夫妻，婚
姻存续期间，毛某赠与一套房产给麦某。
之后，毛某起诉撤销对麦某的赠与。经法
院审理认定：毛某与邓某均为澳门居民，关
于夫妻财产制度，适用毛某与邓某共同经
常居住地即澳门法律。

根据毛某与邓某财产关系适用“取得
财产分享制”，一旦双方的婚姻或财产制度
发生变更，财产增加数额较少之一方有权
从他方财产所增加数额与本人财产所增加
数额之差额中取得一半，毛某对房屋的处
分行为对于邓某的财产权利客观上有重大
影响。毛某的行为有违夫妻忠诚义务，损
害了邓某的财产权益，与公序良俗相悖，法
院确认毛某与麦某所签《合同书》无效。鉴
于毛某与邓某之间适用取得财产分享制，
邓某并不当然享有毛某购置房产的物权，
故毛某诉请判令房归其所有符合法律规
定，法院予以支持。

以案说“法”：

适用不同法律制度，产生不同处理结果

采写：本报记者 王晓君
实习生 杨 薇

图片由合作区民生事务局、
相关学校提供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为了做好校园疫情防控工作，合
作区严密部署疫情防控工作，指导各校（园）
制定针对性防疫方案，严格落实“围合式”管
理，精准落实师生员工排查和分类健康管理，
严格指导各校（园）开展防疫应急演练，全面
落实多轮分布式预警核酸检测，认真开展校
（园）防疫防控督导检查，推动新冠疫苗接种，
筑牢校园防护屏障。

据了解，合作区各校结合实际，按照“一校一

案”“一人一策”制定返校工作方案，每日实施“四
个一”防疫工作机制，即“每日一研判、每日一调
度、每日一检查、每日一报告”，并有防疫工作小
组为学校师生提供防疫保障。

在走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合作区各学校多管
齐下严抓疫情防控，切实保障教学工作有序进
行，进一步落实学校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提升
校园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保障师生生命健康和
校园安全稳定。

除了做好日常的消杀、测温、核酸检测工作

外，各中小学校还结合实际情况，开展了学生返
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演练等工作。

横琴一小结合实际在2月 12日进行了学
生返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演练。3月18日该
校又进行了快递收发演练及二次防护服穿脱
演练，按照视频及校医讲解，全体参训人员认
真、细致地在现场学习防护服的穿脱流程，并
就遇到的困难和疑惑进行了分析解决，使全体
教职工更加了解和熟悉相应规范过程，提高安
全意识。

▌积极开展防疫演练

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小学根据当前
疫情形势，充分利用社团活动，确保实现疫情期
间学生不聚集、不跨班，同时该校充分利用首师
大优质资源，每周四组织学生在线学习首师“与
美同行”跨校云课程。此课程以音乐、书法、美术
等艺术学科为主体，旨在引领学生拓宽视野，感
悟艺术魅力，提升审美情趣。在“红歌”音乐课程
交流中，六年级一班学生林雨欣受到革命志士精
神的鼓舞，用哽咽的声音透过音乐抒发情感，这
一幕触动了首都师范大学的老师邓钰，邓老师用
最朴素也最真挚的书信方式，表达了自己与子期
学子一同上课的感受。

随着疫情的不断变化，横琴学校都做好了线
上教学的各项准备工作，开设了线上网课渠道，

为线上教学启动、线上线下有机衔接做好准备，
确保“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保障教育教学
质量不下滑，最大限度减小疫情对各学校教育教
学的负面影响。在横琴一中，为了线上教学能够
顺利进行，教职员工们做好了准备：制定“停课不
停学”远程教育方案，拟定各职务工作职责；完成
在线直播及作业工具的测试，让教师和学生进行
下载，并完成各种工具账号的使用前准备；对教
师进行培训，方便教师更好地掌握相关工具……
此外，班主任每周召开一次家长会，加强与学生、
家长的沟通交流。

自疫情发生以来，横琴一中许多学生在自己
居住的社区，积极参与到抗疫志愿者的队伍
中，用小小的肩膀，承担起社会责任。回到学

校，孩子们分享了自己当志愿者的暖心故事，
成为家庭、学校、社区的抗“疫”正能量宣传
者。横琴一中807班宋睿哲曾报名成为格力
小学核酸检测点的志愿者，他说：“我以为工作
很简单，谁知道在岗位上一站就是 8小时。”
801班何子谦放寒假时自愿参加了石山村村口
的防疫工作，他表示：“能够为社会贡献一份力
量，让我十分荣耀。”

为了缓解部分学生在疫情期间的心理压
力，横琴一中、子期实验小学、子期实验中学、横
琴一小等各校都通过开展心理减压讲座、提供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心理辅导、借助微信公众号
等平台宣传心理知识等方式帮助学生更好地学
习和生活。

▌充分利用社团活动和线上教学

3月14日，合作区校园疫情防控专班发布
《关于进一步做好横琴合作区校园疫情防控工作
的通知》，要求各校（园）持续抓好校园出入管理、
重点场所管理、食品安全管理、邮件快件和货物
管理，推动新冠肺炎病毒疫苗接种，做好人员和
物资保障和学校应急处置。

记者了解到，合作区各校通过家长群、班级
群多渠道开展宣传动员，宣传视频介绍疫苗接
种，在监护人同意的前提下，指导各学校适龄无
禁忌症学生“应接尽接”。同时通过学校动员，鼓
励教职员工、外籍教师积极接种疫苗。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接下来，合作区将分别从严把疫情防控
校门关，加强校内人员健康监测，教育引导师生
员工加强个人防护，坚持家校协同防控，加强重

点场所疫情防控，坚持多病共防和人、物、环境同
防，加强疫情防控督导检查，加强宣传新冠疫情
防控知识，稳妥推进新冠疫苗注射等多个方面抓
好校园疫情防控工作。

为做好疫情防控，各校将全面加强师生员工
进校健康检查，全员要求一致，进校严格核验身
份、检测体温、查看健康码行程卡，健康码和体温
正常、佩戴口罩方可进入校园。严控校外无关人
员入校，坚决拒疫情于校门之外。加强师生员工
共同居住人员健康监测，特别是有家庭成员从境
外、中高风险地区返回，学校要第一时间掌握信
息，按属地和疾控部门的要求做好妥善安排，确保
社会疫情不输入校园。严格落实食堂、宿舍、教
室、图书馆、体育馆、实验室、公共卫生间等校内重
点场所疫情防控要求，尤其是避免人员大规模室

内聚集，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做好环境消杀、通风
换气、卫生清洁等工作，严防疫情在校园内扩散。

健全完善学校应急处置预案，加强人员和物
资保障，开展校园疫情防控应急演练，一旦发生
校园疫情，第一时间按要求上报、配合流调、转
运、隔离管控、核酸检测等工作，强化后勤保障、
启动线上教学等应急措施。做好校内师生生活
服务保障，及时妥善回应师生员工和家长合理诉
求与关切，加强被隔离和封控师生员工的人文关
怀、心理疏导工作。督促各校（园）克服麻痹思
想，提高师生防疫意识，及时向师生传达疫情防
控最新政策、消息，宣传防控知识和技能，引导师
生自觉做到戴口罩、少出门、不聚集，并且加快推
进18-59岁教职工第三针和3-11岁学生新冠
疫苗接种工作，筑牢校园新冠防疫屏障。

▌持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内地与澳门
婚姻财产制度有差异

婚姻财产制度，即夫妻财产制度，是规
范夫妻婚前和婚后财产的归属、管理、收益
和处分，债务的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的分
割或清算的法律制度。

周丽琴表示，由于澳门与内地属于不
同法域，其婚姻财产制度存在较大差
别。其中，最明显的差别是内地婚姻财
产制度是法定财产制为主、约定财产制
为辅，而澳门是以约定财产制为主、法定
财产制为辅。

值得留意的是，澳门民法典规定的四
种夫妻财产制度分别为取得财产分享制、
分别财产制、取得财产共有制，一般财产共
有制，其中取得财产分享制属于法定财产
制（候补财产制）。当没有婚前协议或协议

没有生效时，澳门法律默认视为采用取得
财产分享制，同时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
内约定特殊的财产制度。

根据以往工作经验，周丽琴提醒，日
常生活中可能会出现由同一法院在相近
的时间段作出判决的案例，其案情基本
相似，但是由于适用的法律不同，最终实
体处理所适用的婚姻财产制度存在区
别，案件的结果会存在一定差异。而内
地法院审理的涉港澳案件，当事人可以
选择处理案件所使用的法律，即选择适
用法律。

周丽琴建议，对于在横琴或珠海生活
的澳门居民而言，主动多了解两地的基本
法律差异，有助于保障在两地生活顺畅。

律师提醒：

涉港澳案件当事人可选择适用法律

内地与澳门婚姻财产制度的异同

共
同
点

不
同
点

（1）均采用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相结合的夫妻财产制度。
（2）对于共同财产夫妻双方平等的管理和处分权，个人财产自由处分，某些

情况下处分需非财产所有方同意。

内
地

澳
门

法 定 财
产制为婚后
取得财产共
有制。

法 定 财
产制为取得
财产分享制。

婚前财产协议
只要求采用书面形
式，不要求必须公
证，亦不要求登记，
对第三人的效力，
只有第三人知道该
协议时，才对第三
人产生效力。

婚 姻 财 产 协
议，无论是婚前协
议还是婚后协议都
必须公证或按民事
登记法律的形式订
立，登记后对第三
人产生效力。

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有

些财产内地规定为个人财产，而澳

门规定为共同财产或可供分享的财

产，比如：

（1）婚姻存续期间从第三方赠与

及继承的财产，内地规定如有明确指

定给一方，则为一方个人财产，如果

没有指定，则为共同财产。澳门规定

无论是采取共同财产制，还是分别财

产制、取得财产分享制，除非明确指

定为共同财产，则为个人财产。

（2）个人财产在婚姻存续期间的

孳息，内地规定为个人财产，澳门规定

可以作为共同财产或可供分享财产。

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有
些部分内地规定为共同财产，而澳
门规定为个人财产。比如：经营商
业企业的收益，商业企业为个人财
产的，内地规定收益为共同财产，澳
门规定为个人财产或不属供分享范
围之财产。

异同剖析：

制度规定、协议订立、婚姻存续期取得财产处理均有差异

周丽琴，
广 东 华 商（珠
海）律 师 事 务
所 律 师 ，工 作
领域为婚姻家
庭 法 律 事 务 ，
著有法学著作
（合著）《澳门
居民大湾区生
活 法 律 百 科》

《跨境婚姻 30
问》《点样继承
财产》等。

律师简介：

横琴一小举行快递收发演练及二次防护服穿脱演练。 子期实验学校核酸检测现场。

横琴一小核酸检测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