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1版）对播种、施肥、采收等
各个环节采取24小时监控，切实
确保了蔬菜生产安全。另外，为
保障蔬菜品质，静明农田只生产
当季蔬菜，且只使用符合标准的
有机肥和生物农药。

蔬菜售价贵“伤民”，采购价
贱又“伤农”，田头直供模式绕过
了批发市场环节，可以兼顾菜农
和消费者的利益。县蔬菜站高级
农艺师、静明农田技术指导员陆
信仁告诉记者，以前农村合作社
的冬季青菜依赖“散户”收购，价
钱有时被压低到每 500 克两三
毛，现在由公司统一收购，每500
克给8毛到1元，菜农种植的积极
性得到了提高。再过几个月，农
田的蔬菜种植数据将和亚细亚的
标准化菜场销售系统对接，届时
公司将根据市场实际需求，指导
菜农有针对性地种植“有销路”的
蔬菜品种，避免出现“卖菜难”现
象。此外，直供模式也使得亚细
亚旗下菜场能把更多实惠让给消
费者。

对于静明农田的2012年，肖
利锋更是充满信心：“静明农田的
高标准设施建设下半年将启动，
届时，农田的管理将更加科学化；
今年，静明农田还计划扩大供菜
范围，从现有的亚细亚旗下的三
个标准化菜场逐步增加到 10 个
标准化菜场，种植面积也有望翻
番。”

☆法治与平安建设

打击违法经营 保障百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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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连续工作满十年可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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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依据决定责任方

节前车内巨款遭窃 警方春节千里擒贼
县公安局春节期间成功破获一起特大盗窃车内物案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崇明分局查处河豚鱼及河豚鱼干系列案

上海市崇明县士蓓士饮品店
遗失餐饮许可证：2009310230040
119

上海上升物流有限公司遗失
道路营运证：沪BF432挂

上海云峰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营运证：沪B77123

上海市崇明县大同镇朱家沟
头烟杂店遗失食品流通许可证副
本：SP3102301050025993

并联作业为本县
行政审批提速

（上接1版）业务条线由内资登记
横向延伸至内、外资共同受理。
当前，崇明已基本实现内、外资新
设立企业并联审批全覆盖。

在县审改办、工商崇明分局
及县行政服务中心的共同努力
下，崇明县网上行政审批平台建
设“联调联试”工作也正式投入使
用，这使得本县企业设立并联审
批实现了各部门之间的“一次输
入、信息共享”，为下一步的“同步
审查、及时反馈”奠定基础。工商
崇明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本县已成为全市并联审批试点区
以外第 3 家实现市、县两级业务
联动的区县。

据了解，今年，本县企业设立
并联审批工作还将有新动作：一
是进一步发挥企业设立并联审批
专用章、原件核对章的作用，实现
所有并联审批材料中主要证件复
制件的一次性核对；二是利用短
信平台第一时间告知申请人申请
案处理结果，让企业尽可能提前
领取到相关证照；三是在企业并
联审批中全力推行告知承诺制
度，进一步提升行政审批效能。

千亩崇明蔬菜
直供静安市场

田头直供模式利两头

2011 年 10 月 10 日，食品药品
监管崇明分局执法人员在本县某酒
楼监督检查时，从该酒店大厅冰柜
内查见清洗好的冻鲜河豚鱼2.69千
克、河豚鱼干2.85千克。分局以该
酒店生产经营禁止生产经营食品案
进行了立案查处。

经查，当事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二十八
条第（十）项的规定，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五
条的规定，分局对其作出了没收
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并处罚款的
处理。

河豚鱼肉质鲜美，品种繁多，但
体内含有剧毒，它是一种毒性很强的
神经性毒素，不易被一般物理性处理
方法分解。近年来，因食用河豚鱼引
起的食物中毒伤亡事故时有发生。
目前，对于河豚鱼中毒还没有特效治
疗方法，河豚鱼中毒死亡率高。为防
止河豚鱼食物中毒事故的发生，保障
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国家明令
禁止生产经营鲜河豚鱼和河豚鱼干。

多年来，食品药品监管崇明分局
针对河豚鱼这种高风险品种，始终坚
持宣传与查处并重的工作方法。一
方面开展禁止生产经营河豚鱼的专

题培训，落实责任承诺制度，倡导行
业自律，不断提高餐饮服务提供者的
守法意识。同时，广泛利用电视、报
纸等媒体向群众讲解食用河豚鱼的
危险性、河豚鱼识别知识和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进一步增强广大消费者
的自我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加大对经
营河豚鱼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每年
组织开展“春雷行动”，即河豚鱼专项
整治。对经营河豚鱼和河豚鱼干的
违法行为，依法严惩：没收违法所得、
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和用于违法生
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
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并处2000元以上5万元以
下罚款；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的，
并处货值金额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2010年至今，分局共查处违法经营
河豚鱼案件16起，罚款人民币23.6
万元，有力地打击了经营河豚鱼的
违法行为，保障了全县人民的饮食
安全。

食药监部门再次提醒广大市
民：发现有餐饮单位非法生产经营
河豚鱼和河豚鱼干，可拨打12331、
69615817进行举报。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崇明分局

基本案情：
老李于 1999 年进入本市某食

品公司从事生产管理工作，2008年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老李与公司重
新签订了一份二年期劳动合同。
2010年年底，公司书面通知老李因
市场竞争激烈，出于缩减成本的目
的公司决定不再与老李续签劳动合
同，并通知其做好工作交接手续。
收到通知后老李认为公司的决定不
符合相关规定，并向公司提出签订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要求，但遭
到拒绝。

仲裁审理：
老李认为，其在公司连续工作已

满十年，按照《劳动合同法》中的相关
规定，公司应当按其要求与其订立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公司则认为，虽
然老李在公司连续工作时间已经超过
十年，但其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在
公司的工作年限远没有达到十年的标
准，公司不与老李订立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的行为并无不当。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在查明事实
后认为，老李于 1999 年进入公司工
作，至2010年年底老李在公司已连续

工作满十年，老李向公司提出要求订
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要求符合相
关规定，应予支持。

案件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满足订立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条件的“连续工
作满十年”如何认定的问题。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九条之规定：“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
第二款规定的连续工作满 10 年的起
始时间，应当自用人单位用工之日起
计算，包括劳动合同法实施前的工作

年限。”本案中关于老李是否符合订
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工作年限
应当自老李进入公司工作之日起计
算，而不是从《劳动合同法》实施之
日其计算，公司应当与其订立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案情简介：
王某是名外来务工人员，从事

不锈钢材料的销售工作。李某是专
门承接不锈钢安装的个体户，但无
施工资质。2011年5月，业主张某委
托李某在阳台上安装不锈钢栏杆，
双方谈妥价钱后，李某即从王某处
采购了所需的不锈钢材料。同年5
月中旬的一天，王某将李某采购的

不锈钢管送到业主张某家中。李某因
贪图施工方便，要求王某帮忙在现场
弯制好不锈钢管并传递至二楼阳台。
王某便按李某的要求进行了现场弯
制。钢管弯制完毕，王某便将该管传
递至二楼阳台，但由于弯管过长，王某
在传递时又失去平衡，导致该弯管倾
斜并与上空的高压线触碰，导致王某
当场触电身亡。

经查，业主张某家的楼房建造于
2010年。高压线架设在上世纪80年代
初并存有设计图。高压线与地面及建
筑物之间的距离也符合相关规定。

事故发生后，王某的家人分别以
高压线存在安全隐患、王某与李某存
在雇佣关系、张某明知李某无相关资
质和安全生产的条件，仍将不锈钢栏
杆的安装工程发包给李某为由将电力
公司、李某、张某作为共同被告向法院
提起了诉讼。对于此案，究竟该由谁
承担赔偿责任？

律师观点：
电力公司的高压线架设在上世纪

80年代，导线与建筑物之间的距离符
合《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的规定。因此，
电力公司架设的高压线路与本案的事
故发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故电力
公司对王某的身亡不应该承当赔偿责
任。业主张某作为发包方，他与受害
人王某之间无承发包关系。张某在事
故发生时也不在现场，且事故亦非发
生在不锈钢栏杆的安装进行时，故业

主张某与本案纠纷无法律上的利害
关系，张某也不应该承担赔偿责
任。李某作为承接不锈钢栏杆安装
工程的承揽方，明知楼房正前方的
上空有高压线，却仍冒险违规传递
不锈钢弯管，是对潜在危险的放任
自流；而王某作为弯制不锈钢管的
人员，知晓楼房前上方即是高压线，
却仍跟随李某继续实施危险行为，
对传递过程中弯管可能倒下的方向
以及与高压线发生碰擦的可能性应
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故也存在过错。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
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本案中，李某应对王某的
死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电力公
司和业主张某因无过错而均可免
责。为避免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律
师提醒：业主在装修时应选择具有
施工资质的人员，而施工人员应注
意施工现场的安全，在施工时要规
范操作，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以免
发生类似的伤亡事故。

春节期间，县公安局成功破获
一起涉案价值一百余万元人民币的
特大盗窃车内物案，有力打击了犯
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地区节
日期间的治安稳定，打响了龙年打
击犯罪的第一枪。

2012 年 1 月 21 日 19 点 30 分。
县公安局长兴派出所接到群众报
警：停放于本县长兴镇凤滨路的一
辆黑色奥迪A6轿车后备箱内的一
百多万元现金被盗！

时值新春佳节，历来是盗窃车
内物品案件多发期。被盗现金是长
兴一物流公司春节前给工人发工资
所用。案情引起了县公安局的高度
重视，县公安局组织精干力量组成
专案组，全力对此案进行侦破。

据被害车主反映，当天他将车停
在公司门外，下午 4 点半他曾去车上
取过部分现金给工人发工资，当时
车上的钱款还在。可当其于晚上 7
点多去车上取物品时，即发现现金
被盗。那么，犯罪分子实施盗窃的
时间应该锁定在下午 4 点半到 7 点
多这个时间段。可是，如何能重现
当时作案场景、找到犯罪嫌疑人的
踪迹呢？

1 月22日是除夕夜。正当家家团
圆、举杯欢度春节的时候，专案组的侦查
员正铆足了劲，在76平方公里的长兴

“海底捞针”，寻找犯罪分子的蛛丝马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仔细查看

案发周边的街面监控录像，以及现场
走访、排摸，一辆江苏牌照的小轿车进
入了民警的视线，该车车主是一名河

南籍女性。根据这一线索，专案组民
警对其进行了分析，根据其他线索锁
定其弟弟岳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经
过进一步侦查排摸，最终专案组又确
定了该案犯罪嫌疑人在江苏昆山市的
落脚藏匿地点。

1 月 23 日一早，县公安局领导便
亲自带领专案组侦查员赶赴江苏昆山
市抓捕犯罪嫌疑人。第二天，专案组
一举将犯罪嫌疑人岳某及其妻陈某、
其兄岳某三人抓获。岳某等人到案
后，经民警审讯交代了作案同伙任
某。可是，岳某提供的有关任某的情
况太有限，为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在
获悉任某藏匿于河南老家的线索后，
专案组民警一鼓作气奔赴千里之外的
河南展开抓捕工作。

1月26日，年初四，专案组在河南

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任某。经审
讯，犯罪嫌疑人交代了盗窃黑色奥
迪轿车后备箱内巨额现金的犯罪事
实。现岳某等四名犯罪嫌疑人已被
县公安局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审理中。

崇明警方希望广大车主要提高
警惕，增加防盗意识，时刻牢记“后
备箱不是保险箱”。在外出停放车
辆时，不要把财物随意放在车的后
备箱或车内，即使短时间离开车，也
应携带财物下车，这样安全系数才
会大大提高。停放车辆时尽量选择
有专人看管的停车场地，要注意停
车场内一些陌生可疑人员来回走
动，发现可疑情况请及时拨打 110
报警。

□记者 沈俊 通讯员 施一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