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法书记谈平安 ☆以案说法

开栏语：

今年以来，全县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县

委县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平安崇明”建设的决策

部署，扎实调研、细化措施、广泛宣传、落实抓手，

积极组织开展各项具体活动，并初步探索了一些

具有针对性、操作性和特色性的对策措施。

从本期起，将陆续推出“政法书记谈平安”专

栏，邀请各乡镇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畅谈“平安

崇明”建设，推动“平安崇明”建设深入开展。

【案例简介】
小刘于2011年7月大学毕业后，进

入了某网络科技公司工作，岗位为销售
主管。当月，公司人事主管找到小刘要
求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同时将公司
的劳动合同文本交予小刘，小刘在签收
本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后回复人事主
管称其需要看一看并考虑一下，人事主
管同意了小刘的要求。其后，小刘考虑
到目前的工作自己还不是很满意，因此
决定暂时不签劳动合同。2011年9月，
所有新进人员均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
同，只剩小刘没有签订了，因此公司的
人事主管再次找到了小刘，小刘回复称
马上就办，但直至 2011 年 9 月底，也没
有向公司反馈任何信息。为此网络科
技公司于2011年10月8日向小刘出具
退工证明与小刘终止了劳动关系。小
刘收到退工证明后即向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网络科技公
司支付 2011 年 8 月至 9 月期间的双倍
工资差额。

【仲裁庭审】
庭审中，小刘称其于 2011 年 7 月

进公司后，公司一直没有与其签订劳
动合同，因此应当支付其 2011 年 8 月
至 9 月期间双倍工资差额。对此，网
络科技公司称公司于 2011 年 7 月就要
求与小刘签订劳动合同，并将劳动合
同文本也交予了小刘，双方未能签订
劳动合同的原因均是由小刘造成的，
同时网络科技公司还向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提交了小刘签收劳动合同
文本的记录。经过审理后，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网络科技公司有
证据证明是由于小刘的原因造成双方
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因此驳回了小
刘的仲裁请求事项。

【案例评析】
上海市高院《关于适用<劳动合同

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规定：劳动
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应当遵循诚实信用
原则。劳动者已经实际为用人单位工
作，用人单位超过一个月未与劳动者订
立书面合同的，是否需要双倍支付劳动
者的工资，应当考虑用人单位是否履行
了诚实磋商的义务以及是否存在劳动
者拒绝签订等情况。如用人单位已尽
到诚信义务，而因不可抗力、意外情况
或者劳动者拒绝签订等用人单位以外
的原因，造成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
施条例》第六条所称的用人单位“未与
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因
用人单位原因造成未订立书面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向劳动者支付相应
的双倍工资；但因劳动者拒绝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并拒绝继续履行的，视为劳动
者单方终止劳动合同。

不签劳动合同不签劳动合同，，单位一定单位一定
要支付双倍工资吗要支付双倍工资吗？？

崇明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崇明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地址地址:: 城桥镇东门路城桥镇东门路178178号号
电话电话:: 6969333669693336

法治 7编辑：沈俊
E-mail：shenjun12369@126.com

2014年 7月 16日

以创新理念为引领 深化平安崇明建设

偷车贼疯狂作案 警方快速侦破
警方五天内侦破盗窃“三车”案件

□记者 沈俊

□记者 张峰

庙镇一村民因电捕鱼触电身亡

城桥镇整治“两违”频亮剑

一张为民服务联系卡的两头

维护公平正义 治理“两违”必须保持高压态势

6 月 28 日晚 21 时许，明珠花苑
居民黄先生将一辆电瓶车停放在居
民楼门口，第二天早上出门时发现，
车不翼而飞，黄先生赶紧拨打 110
报警。

6 月 29 日，县公安局城桥派出
所接到报案后，立即组织警员开展
缜密侦查。为尽快锁定嫌疑人踪
迹，警方多次走访了窃案现场并调
看小区监控录像。通过调阅周边监
控录像，并在报案人员对视频车辆
的确认下，办案警员通过服饰体貌
等特征大致锁定了怀疑对象，系 6

月26日刚刑满释放的惯犯王某。
警方在收集证据的同时，嫌犯王

某又开始了新的盗车行动，警方从摄
像监控中发现，6 月 30 日晚，王某在明
珠花苑盗窃一辆摩托车后，开着赃车
进了怡祥居小区，将车停入该小区后，
居然又在怡祥居小区再次盗窃了一辆
摩托车，并分次将两辆盗窃摩托车开
往码头边。

警方通过窃贼得手后逃窜线路和
方向，初步判断了王某存放赃车的地
点，并通过走访调查，布置警力监控，
成功将该区域锁定。

7 月 3 日，警方决定收网，当天凌
晨，多名办案警员在王某存放赃车的

地点进行埋伏，当天中午，正开着新偷
来的摩托车的嫌犯王某被警方逮了个
正着。当场缴获被盗车辆 7 辆，收缴
丁字劈等作案工具若干。

据警方介绍，嫌疑人王某系惯犯，
去年因盗窃入狱，被判 1 年，没想到，
王某刚出狱没几天，又开始重操旧业，
在6月28日至7月2日短短几天内，盗
窃了 2 辆电瓶车、5 辆摩托车。目前本
案在进一步审理中。

警 方 提 醒 广 大 市 民，夜 间 要 将
摩托车、电瓶车、自行车停放在小区
车库或有人看管的停车点，也可将
车辆停放在灯光较亮，有监控摄像
头的区域；如附近没有停放点，请将

车和难以移动的固定物体锁在一
起；电动车一定要把电瓶带走；去
公共场所，一定要将车放到存车
处，让人看管。一旦不得已要停
放在无人看管的地方，要尽量停
放到自己或路人、商家比较容易
看到的地方，过于偏僻的地方最
容易失窃；同时建议市民加装两
把质量好的车锁。停车时前轮上
环型锁，后轮上 U 型锁。这不仅
增加了安全系数，也会给盗贼偷
窃增加难度和时间，因为破坏不
同的锁需要不同的工具，而随身
携带两样工具既不方便，又容易
被识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
“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
中国建设”，市委也对深化平安建设
提出了一系列新目标新要求。中央
和市委的新观点新理念为新时期如
何进一步深化平安崇明建设指明了

方向，我们要深刻领会，认真落实，并
从三个方面加以改进完善：

一要不断提升工作能力水平
全县各级综治干部要加强学习，

更准确地把握新形势下平安建设的方
向立场、职能定位、目标任务和推进举

措；更自觉地运用平安建设新理论新
要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解决问题、
推动工作；更有效增强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和责任意识，改变过去平安建设
就是抓治安和社会秩序的固有思维，
着力解决影响群众平安感受的突出社
会治理问题，并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
量，形成共创平安、共保稳定、共促和
谐的良好工作格局，努力创造人民群
众追求、认可、满意的平安。

二要有效整合条块工作力量
平安建设是一项面广量大的系统

工程，涉及社会方方面面，需要牢固树
立“大平安”理念，从更宽的视野去谋
划和部署。要善于整合乡镇各部门及
派出所、司法所等各级组织力量，创新
工作制度，压实工作责任，广泛发动社
会力量参与平安建设，努力形成党政
主导、综治牵头、社会协同、上下联动
的平安建设合力；要善于争取主要领
导和上级部门的支持，促进工作机制
的转变、组织保障的完善、工作水平的
提高；要善于找准工作抓手，紧密结合
县委、县政府重点工作，坚持以问题、

需求和项目为导向，开展调查研究、
走访联系群众，推动解决热点、难点
问题。

三要注重把握当前重点工作
今年，县综治委在充分征求各

方意见的基础上，确定形成了年度
重点工作，并以此作为深化平安崇
明、加强社会治理工作的着力点，通
过加强动态监管整治、完善长效机
制建设、加大考核通报力度等一系
列措施，夯实工作基础，不断积“小
安”为“大安”。要加强工作实践，坚
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
源头治理，努力在注重民意导向，不
断深化人民满意的平安建设；坚持
源头预防，全力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强化工作保障，着力健全社会治安
防控体系；夯实基层基础，巩固完善
平安建设各项工作机制；坚定法治
理念，切实维护法治权威等五个方
面找准突破口，深化创新举措，确保
平安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县综治办

庙镇最近发生一起悲剧，一名
青年用电瓶捕鱼，不慎触电身亡，家
属寻找两天后，在江堤边发现尸体。

记者赶到事发地点——庙镇桥

鼻港长江大堤内口，只见一只红色的
塑料盆漂浮在水面上，据在江边的渔
民李书洪说，当天早上 6 点，发现船的
尾部水面上有个人影。李书洪等几个
渔民连忙用竹竿打捞，弄到岸边，发现
那人早已死亡。渔民推测，尸体是在

桥鼻港涵闸排水时顺流而出，由于被
船的缆绳挂住，才没有被冲到长江外
更远的地方。

据了解，死者 37 岁，家住庙镇某
村，前天早上骑摩托车外出捕鱼，车寄
放在南星村 4 队一农户家中。主人见

摩托车好长时间停放在那里，农户
的女儿估计出事就报了警。

电瓶捕鱼，既破坏渔业资源，也
易触电给自身带来生命危险，国家
明令禁止，但一些人我行我素，酿成
悲剧，希望市民从中吸取教训。

（上接1版）一旦发现新生违法建筑或有
此“苗头”，立即上报镇级联动平台，经核
实后快速处置，镇稳定办则对处置过程前
后存在的矛盾和潜藏危机进行化解。“一

般对在建新生违法建筑从发现到处置，不
超过4小时。”城桥镇拆违办有关负责人
说，做这项工作，就是在和违建者“抢时
间”，发现处置得越早、越快，风险越小、矛

盾越小，反之，则有可能留下“后遗症”。
今年到目前为止，城桥镇已处置

140 余起违建，拆除 27000 多平方米。
“源头发现早，处置迅速。”县拆违办有
关负责人说，城桥镇拆违工作之所以
效率较高，还得益于其“大联动”的模

式，即以城桥镇为主，发动村（居）共同
巡查发现、宣传引导，处置时联合多部
门行动，并在拆违现场加强秩序维护
和安全隐患排查，真正形成源头全覆
盖、环节管控全过程、拆除处置全方位
的工作机制，有效震慑了违建行为。

（上接1版）对历史存量及新生违法建
筑进行系统巡查排摸，制定有针对性的
拆除计划。在狠抓违法建筑、违法用地

巡查发现的同时，加大前端处置和攻坚
拔点力度，通过源头巡查全覆盖、环节
管控全过程、拆除处置全方位，做到违

法建筑发现一处、清除一处，新生一处、
拔掉一处，让违法建筑成为“过街老
鼠”，人人喊打。

拆除违法建筑，实质上是在拆掉
少数人脑子里的“篱笆墙”，拆掉的是

一些单位和个人非法攫得的既得利
益。因此，我们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
的态度，用铁的手腕、铁的作风，保持
依法从严治理的高压态势，坚决整治
违法建筑。生态崇明是我们共同的家

园，把崇明打造得更有魅力，要靠全县
人民的共同努力。为此，我们要着眼
长远，在建立长效机制上下功夫，要坚
持拆管并重、拆治并重，坚决整治“两
违”，让我们的家园更美丽。

（上接1版）开车赶到老人家中，并将
老人送去就医。约两个多小时后，宋
耀忠回到新村，可还没等他掏出家中
钥匙，手机铃声又响了：村民蔡某女儿
流产需要送医院急救。他又马不停蹄
赶往蔡家，将蔡某女儿送去医院，保证
了她的生命安全。这一夜，宋耀忠一
夜未眠。

以前，宋耀忠酒量不错，晚上在家

时常喝点小酒，可在发放了为民服务
联系卡后没多久，他就彻底把酒戒
了。有一天傍晚，一位村民打电话过
来需要用车，可是宋耀忠刚喝了点酒，
无法开车。这下让他又着急有懊恼，
因为自己喝酒，没法帮到村民，太不应
该了。情急之下，他突然想起，在镇政
府开车的小张住得并不远，可以请他
帮忙。于是宋耀忠跑到小张家里请求

他代为开车，小张早听说过宋耀忠为
民服务的“免费车”，欣然接受。这件
事得到了圆满解决，可至此之后宋耀
忠却滴酒不沾了。平常喝惯了酒，一
下子一点不喝不会难受吗？他笑笑：

“要是村民有事却帮不了，那才叫难
受。”

从新中村到县城，路途较远，来
回一趟需油费近 50 元，这些都由宋
耀忠自掏腰包。不少村民要给他油
钱，可他坚决不收。一天，一位村民

拎着一只鹅来到宋耀忠家，把鹅往地
上 一 放 ，撂 下“ 狠 话 ”后 转 身 就 走 ：

“宋主任，我知道你出车不收钱，这只
鹅是我自家养的，你要再不收，就是
看不起我。”宋耀忠刚想叫住他，村民
已经跑出去了。这下可让他犯了难：
东西是坚决不能收的，要不怎么兑现
免费用车的承诺，可要是还回去，村
民会不高兴，这该怎么办才好？宋耀
忠思前想后，决定先把鹅养家里，过
几天再去村民家中一趟。几天后，他

买了一条烟来到村民家里，“假模假
样”地说道：“鹅已经吃掉了，味道不
错，谢谢你。知道你喜欢抽烟，这条
烟给你，就当鹅是我和你换的，你要
不收，我可是要犯错误的。”善良而朴
实的村民这次没有推辞。

多年的坚持，让宋耀忠赢得了好
口碑，在村民眼中他是“好公仆”、“活
雷锋”，是“贴心人”、“好榜样”。为民
服务联系卡虽小，却把一个共产党员
和人民群众的心紧紧联系到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