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员工休病假，用人
单位理应依法按时发放病假工
资。但是，如果员工打着病假的
名义另觅兼职，用人单位依照内
部规章制度解雇员工，是否属于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呢？

侯某受雇于某公司，于
2014 年 4 月签订了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2016 年 10 月起一直
休病假，公司支付了侯某病假期
间的基本工资。当年 12月的一
天，同事徐某约其就餐。谈话
中，侯某表示他在外做了一份兼
职，每月收入 3000 元左右。其
实，徐某是受公司指派来搜集他
休病假期间在外兼职的证据的，
这段谈话被徐某悄悄录了音。几

天后，公司以违反内部规章制度
为由，解除了与侯某的劳动关
系。侯某不服公司决定，诉至法
院。

法院审理后认定，建立劳动
关系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均有
义务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充分、
善意地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劳
动者有义务接受用人单位的管
理。公司根据规章制度关于不得
在外兼职的规定与侯某解除劳动
关系并无不当，无需向侯某支付
赔偿金，且侯某因未经公司准许，
在外兼职的行为被公司解除劳动
关系，不符合支付医疗补助金的
情形，判决驳回起诉。

（小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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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帮忙意外受伤 被帮人应适当补偿
本报讯 日前，法院对一起好

心人“搭”把手引发的赔偿纠纷案
作出判决，因双方均无过错，法院
适用公平原则判决被帮人施大妈
给予原告钱老太适当补偿。

钱老太虽然已年过七旬，但
她在生活中是个热心人。2017
年 3月 21日早上，她在自家门口
洗菜时，无意中抬头看到邻居施
大妈在她宅前的一条小路上推着
小车。看到她满头大汗，十分吃
力的样子，钱老太赶紧放下手中
的活儿，走到车前想给她搭把
手。没料刚下过雨，地上很滑，车
子刚刚拉动，钱老太就摔了一跤，
坐在地上不能动弹。

施大妈见状马上放下了车，
上前小心地把钱老太搀扶起来并
把她送到家里，看到她暂无大碍
就先离开了。然而不久，钱老太
的膝关节内侧疼痛，到后来发展
到已经下不了床。第二天早上，
施大妈得知消息后，赶来和钱老
太的女儿一起把她送到了医院。
因伤情严重，后又转至南京一家
医院治疗，共花去医疗费 3 万余
元。这笔医疗费对钱老太来说是
一笔很大的数目，让她更感到失
望的是施大妈在带着营养品看望
了她几次后，就推托要忙于农活，
然后就再也不见踪影了。

钱老太的女儿气不过，去找

施大妈论理并要求她承担医疗
费。施大妈却称，钱老太的摔倒
与她的推车行为之间没有任何关
联。这让钱老太的女儿更加气
愤。为此，钱老太的女儿又多次
找施大妈商讨赔偿事宜，但一直
没有结果，无奈之下钱老太的女
儿只得以钱老太的名义，将施大
妈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先行
赔偿原告医疗费用 3 万余元，其
余费用待伤残确定后另行主张。

法庭上，施大妈辩称，原告诉
请要求她承担赔偿责任，没有相
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然而，钱
老太的女儿却当庭提供了她与施

大妈的通话录音。录音中，施大
妈认可事发时原告是打算帮她拉
车，并多次表示因“难为情”、“凭
良心”等而愿意支付部分营养费。

法院经审理认为，因双方当
事人陈述不一，故事发时的具体
情况，如被告有无主动要求原告
帮忙拉车、原告有无帮被告实际
拉车等，现已无法实际查清。但结
合庭审陈述及举证，可以确定以下
事实：原告摔倒在被告车前；原告
摔倒前，是为了帮被告拉车而走到
被告车前；原告摔倒后，原告亲属
与被告就损失问题多次协商，被告
仅愿意支付部分营养费用。根据
上述事实，法院认定原告是在帮被

告拉车的过程中因疏忽而致伤。
对此，原、被告双方均无过错，但鉴
于原告遭受较大经济损失，本案应
适用公平原则，由被告给予适当补
偿，酌定以四成为宜即补偿原告人
民币1.2万余元。

承办法官指出，义务帮工人
的帮工活动是无偿的，但作为受
益人的被帮工人在帮工过程中，
有义务对帮工活动进行必要的业
务指导，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
措施。如觉得义务帮工人不适合
从事帮工活动，则要明确加以拒
绝，否则一旦发生人身损害或财
产损害事故，被帮工人将会承担
相应的责任。 （小许）

本报讯 已届古稀之年的
杨大爷在 2003年丧偶后便与两
个儿子分家，且约定两个儿子

“ 每 人 每 月 支 付 赡 养 费 100
元”。后杨大爷因为旧城改造获
得部分赔偿款，且每月都有养老
金，便暂时不再让儿子支付赡养
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杨
大爷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其收入
已不能维持日常的医疗和生
活。杨大爷要求两个儿子继续
支付赡养费，遭到两个儿子的拒
绝，父子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经
亲戚和村委会多次调解未果，近

日，杨大爷向法院起诉,要求两
个儿子每月支付一定数额的赡
养费。

庭审中，杨大爷的两个儿子
称父亲每月有近 2000元的养老
保险金收入，且已经再婚，而且
再婚妻子的外甥一直在父亲家
中居住,花销均由父亲支出。两
个儿子同时还表示，自己收入也
不多，故只愿意在生活上轮流照
顾，但拒绝支付赡养费。

因调解未果,法院结合本市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杨大爷
及其两个儿子的收入和支出等

情况，综合判令两个儿子每月分
别向杨大爷支付赡养费500元。

承办法官表示，我国婚姻法
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
义务，该义务涵盖经济上扶助、
精神上关心和生活上照顾等各
个方面，且不以父母有收入和父
母再婚为前提。本案有部分矛
盾是因为杨大爷再婚而引起，其
实再婚可以解决老人丧偶后在
生活、情感上的痛苦和无助，有
利于老人身心健康，作为儿女应
当支持。

（民一 小许）

病假期间在外兼职遭解雇
法院认定单位无需赔偿

老父亲有收入就可以不赡养吗
法官：尽义务无需前提

2017年 9月 28日，市委政法
委、市依法治市办组织开展“法治
体验日”活动，邀请部分市人大代
表、市政协委员、新闻媒体代表等
共20余人，利用一整天时间走进
法院、城管局，开展分类法治体验
活动，通过亲身体验公正司法、依
法行政的相关工作；听取市依法
治市办、市政府法制办、市司法
局、市民政局近年来法治建设推
进、法治政府建设、法治宣传教
育、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等方面取

得的成效和座谈交流等，了解法
治、感受法治。

上午大家共同参加了食品安
全方面的刑事案件庭审旁听，在
感受庭审程序的规范性、公开性
和公正性的同时，又受到良好的
法治宣传教育；随后大家参观法
院诉讼服务中心、执行指挥中心
并听取工作情况介绍，共同见证
法院与人保财险丹阳支公司合作
开展“‘执行无忧’悬赏保险合作
协议”签约活动，亲身体验到“公

正司法、司法为民”思想在司法实
践中的成效。

下午大家一起走进城管局，
观看市城管局依法行政专题片、
观摩数字城管指挥中心和数字城
管工作演示，让大家对城管局的
职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城管
工作的艰辛有了更深的体会。在
参加完一天的活动后，各位代表
普遍反映活动非常有意义、感触
很深，既在参与中接受了法治教
育，又让法治建设从抽象中变得
栩栩如生，纷纷表示要带头成为
法律知识的传播者、法治建设的
践行人，为推进法治丹阳建设添
砖加瓦，促进全市形成“人人参与
法治建设、人人共享法治成果”的
生动局面。

中共丹阳市委政法委
2017年9月29日

为深入推进法治丹阳建设和
“七五”普法规划，增强法治宣传
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今年，
由市委政法委，市依法治市办牵
头，组织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
法局、安监局、消防大队抽调业务
骨干组建法治巡讲团，自9月8日
开始，陆续在全市 12个镇（区、街
道）开展进镇村、进企业、进校园
以案释法巡讲活动。法治巡讲围

绕“学法明理、用法维善”主题，根
据基层群众的实际需求，以以案
释法形式，重点宣讲防范各种形
式的金融集资诈骗和传销、农村
矛盾纠纷调解的方式方法、安全
生产、消防安全、交通法规、预防
青少年违法犯罪等八个方面内
容，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守
法、用法的浓厚氛围。

下图为巡讲活动现场。

参与法治参与法治、、感受法治感受法治、、宣传法治宣传法治
———丹阳市组织开展—丹阳市组织开展““法治体验日法治体验日””活动活动

学法明理 用法维善
——我市组织开展“以案释法”巡讲活动

丹阳
丹阳市公安局 丹阳市人民检察院
丹阳市人民法院 丹 阳 市 司 法 局

政法政法
丹阳市委政法委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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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市国家扶贫日扶贫济困倡议书
今年 10月 17日是第四个国

家扶贫日。党中央、国务院十分
关心贫困群众。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摆脱贫困，为广大人民群
众谋幸福，是我们党和国家推动
发展的根本目的。全面小康是
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
有人掉队。丹阳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精准扶贫工作，加大力度
推进脱贫攻坚，加快进度补齐突
出“短板”，自 2016 年起实施了

“扶村帮户达新标”行动，采取切
实措施加快茅山老区振兴发展，
确保到2020年贫困群众“一个不
少、一户不落”和全市人民一道
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扶贫开
发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由于
多种致贫原因，目前全市仍有一
定数量的贫困群众，面临生产生
活上的困难。仍有不少经济薄
弱村，需要得到加快产业发展、
完善基础设施和提升公共服务
水平等方面的扶持。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各
级党委、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助人
为乐、崇德向善，本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值此第四
个国家扶贫日，我们向全市社会
各界诚挚倡议：大家友善相助、

慷慨解囊，献一片爱心，点一盏
希望，解一方之难！我们期望，
全市各地企业家及事业兴旺的
各类企业经营业主，在外经商、
工作的各界人士和有志之士，能
返乡回村向镇、村设立的“扶贫
基金”或“慈善基金”、“乡情基
金”等进行捐助。您也可将扶贫
善款直接捐赠至丹阳市扶贫助
困基金专用账号。（单位名称：丹
阳市慈善总会；捐款用途：丹阳
市扶贫济困基金；开户银行：丹
阳市农商行营业部；账号：
3211030301010000004732） ；
联 系 电 话 ：丹 阳 市 扶 贫 办
0511-86522525。我们也欢迎

您直接确定捐助对象和捐助用
途，实行一对一的对接帮助，我
们负责即时提供对象名单信息。

我们承诺：您捐赠的扶贫善
款，将全部用于贫困对象。市扶
贫办和市慈善总会将严格管理
好每一笔善款，随时接受捐赠者
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和检查。

我们还欢迎社会各界或有
关方面，直接开展访贫问苦、结
对帮扶、助医助学等多种形式的
精准帮扶活动。欢迎工商界人
士投资茅山老区及其他地区经
济薄弱村实施产业开发，资助这
些地区改善基础设施和发展民
生事业，以带动贫困人口发展产

业或通过就业实现增收，帮助他
们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爱心无论大小，善举不分先
后。让我们共同努力，热情参
与，用大家的点滴善举汇集成扶
贫济困的浩瀚江河，助力贫困群
众加快脱贫致富步伐，早日实现
全市人民的全面小康！

丹阳市“扶村帮户”达新标
精准扶贫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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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
新品

本报讯 昨日上午，全省宁
粳 8 号绿色高产高效生产现场
观摩暨技术培训会在我市举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科院副
院长万建民教授，省农业委员会
副主任张坚勇，南京农业大学副
校长丁艳峰教授等领导、专家以
及来自南京、苏州、无锡、常州等
市、县种子站、作栽站和种子企
业的代表10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与会人员首先观摩了延陵
镇旧县村百亩宁粳 8 号机插水
稻超高产精确定量栽培示范
方。虽然当天下着淅淅沥沥的
秋雨，但在现场依然能看到水稻
长势清秀、穗大粒满、穗型整齐，
观摩人员赞叹不已。

据悉，2016年，我市稻麦综
合示范基地引种了宁粳8号，该
品种表现优异。今年，我市在延

陵镇旧县村、开发区练湖新城社
区分别开展了 120 亩绿色高效
百亩超高产攻关方（目标产量
800kg）和 410 亩绿色高产高效
示范方（目标产量 700kg），经测
产，延陵旧县村超高产攻关方理
论单产为 809.1kg、开发区练湖
新城社区示范方理论单产达
728.6kg。宁粳 8 号新品种在我
市表现出了“产量高、熟相好、米

质优、适口性好”的品种优势。
随后，与会人员在会场听取

了万建民院士作的“优质食味软
米新品种宁粳 8 号选育及品种
特性”及丁艳峰副校长作的“宁
粳8号高产栽培技术设计”专题
培训。

副市长薛军民陪同观摩，并
参会致欢迎词。

（玉兰 须俊 菀滢）

宁粳8号水稻展现品种优势
全省水稻绿色高产高效生产现场观摩会在丹举行

为提高全市养老机构和入住老人的火灾防范意识，提高火灾自救知识和技能水平，13日上午，民
政局邀请云阳消防中队在西门老年公寓进行消防演练，我市50余家养老机构负责人、各镇（区、街道）
民政办负责人现场观摩并体验。 （孙亮 丽娜 摄）

本报讯 近日，省住建厅督
查组来我市，对近三年受监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工程质量以及
质量监督机构建设和履职情况
进行检查。

据悉，我市目前在建工程
471项。今年1~9月份，质监站对
受监项目进行质量监督抽查巡
查及监督竣工验收共计 214 次，
进行实体抽测224次，发放《建设
工程质量整改通知书》52份。

近年来，为抓好建筑工程质
量，市住建局建设工程质量监督
站深入贯彻落实各法规规章，进
一步改进监督方式，重点强化质
量抽查、巡查工作，突出主要分
部（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抽查
制度，通报制度，凸显行政执法
职能。

省检查组一行在听取汇报
后即分组对我市在建开发项目

“万善上院”进行现场检查，对建
筑材料实行随机取样抽查，同时
检查了建设工程执法监督台
账。 （周钰 菀滢）

省住建厅来丹
督查工程质量

12日上午，住建局组织全市
建筑施工企业、建筑设计企业、监
理企业相关人员人开展装配式建
筑施工培训及观摩会。当天，参
训人员集体参观了句容建华建材
集团，详细了解该集团的预制楼
板、预制墙板生产线，感受企业先
进的生产技术和创新理念。

（周钰 菀滢 摄）

建筑施工行业
句容学先进

本报讯 近日，由镇江市
司法局、镇江市人民调解协会
组织开展的“2013~2016 年度
镇江市优秀人民调解委员会、
优秀人民调解员”评选活动结
果揭晓，我市 5家人民调解委
员会被评为“优秀人民调解委
员会”、6名人民调解委员会调
解员被评为“优秀人民调解
员”（获奖名单见丹阳新闻网）。

近年来，我市各级调解组
织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预防、
排查、调处社会矛盾中的主力
军作用，牢固地构筑起了维护
全市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
线”。目前，全市拥有各级各
类调解组织 300多个、调解人
员近600人。

据悉，今年 1~9月份，全
市各级调解组织共调处各类纠
纷 5733 件，有效化解了各种
不安定因素，切实维护了全市
的社会稳定。

（郸思轩 陈静）

五家调委会、六
名调解员获评镇
江优秀

开展消防应急演练 增强火灾防范意识

近日，延陵司法所联
合派出所在延陵中学开展
以禁毒知识为主题的法治
宣传教育活动。现场，市
禁毒大队队员对禁毒法律
知识、新型毒品的种类及
危害进行了讲解，并向广
大师生们发放了禁毒宣传
资料。

（朱玉琳 蒋玉 摄）

延陵禁毒宣传
进校园

（上接1版）
昨日13:28，列车终于到达

北京，随处可见的“喜迎十九
大”字样，让我更加感觉到十九
大的咫尺之近。到了驻地后，
下发的十九大文件没过多久也
送来了，大家忙着学习文件，气
氛是既热烈又紧张。

出席党的十九大，既是崇
高的荣誉，更是重大的责任。
我一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
饱满的政治热情履好职、尽好
责，把党的十九大精神领会好、
贯彻好、宣传好、落实好，塑造
丹阳党代表的良好形象。

（本报记者蒋玉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