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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停车费有异议就堵小区大门？
警方提醒：
错误维权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查处

海门法院开庭审理行政诉讼案
当庭宣判撤销一项行政处罚决定

对缴纳小区停车费一事有抵触，
用自家车堵在小区大门口。
晚报讯 因为对缴纳小区停车费有异
议，如东县掘港镇苏建新天地小区的一位
居民，多次将自家车辆堵在小区大门口，
妨
碍小区其他居民正常通行，给他人生活造
成困扰。无奈之下，所在小区物业公司的
工作人员只得报警。7 月 8 日，记者从辖区
警方了解到，民警已到场对涉事人员进行
法律现场宣讲，同时提醒当事人：
维权必须
在不能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进行，
否则，
对于破坏公共秩序、妨碍公共交通的不法
行为，警方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
规定依法查处。
家住如东苏建新天地小区的多位居
民，先后多次向本报新闻热线报料，
反映一
段时期以来，所在小区一居民用自家车辆
挡道于小区大门口，影响了涉事小区其他
居民车辆的正常出入，干扰和影响了业主
们的生活秩序。为证实他们所言不虚，小
区居民们还向记者提供了有关现场拍摄的
照片和视频资料。
从情况反映人提供的图片可见，一辆
烟灰色小轿车和一辆蓝色小货车一横一
竖、先后阻挡在涉事小区，
确实妨碍了其他
居民的正常出行。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接到居民们的
情况反映后，记者随即就此事详情进行了
探访。随后，记者通过南通建基物业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查找到了建基物业如东分
公司办公室的联系电话。
“此事属实。其实，情况并不复杂。
”
建
基物业如东分公司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
绍，
“涉事居民家中拥有两辆汽车，按照有
关规定，因为该居民没有缴纳小区停车费，
为此，车辆不能进入所在小区。但是，该居

民对缴纳小区停车费一事有抵触，于是曾连
续 3 日用自家车堵在小区大门口，还选择小
区居民上下班出行高峰时段堵路，给他人带
来了交通困扰，妨碍了其他居民的正常生
活。不得已，物业工作人员和小区负责安全
的保安拨打了公安 110 电话报警。
”
那么，
小区停车费居民该不该缴纳呢？物
业工作人员解释说：
“小区停车收费的有关收费
标准，
都是根据如东县政府2016年6月份出台
的
‘关于停车场收费的文件’
所作要求收取的。
还有如东县物价局、如东县住建局和如东县
发改委颁发的关于‘地下室停车场收费进行
规范管理’
的文件规定，
一切都是明确的。
”
物业人员同时强调：更重要的是，根据我
国《物权法》规定，
小区地面车位归全体业主所
有，它的收益也归全体业主所有。因此，小区
对于停放在地面临时停车位的，
两小时以内不
收取费用，
超过两小时一次性收取 5 元。这笔
收益专款专用，
接受所有业主的监督。
记者同时了解到，苏建新天地实行“人车
分流”管理办法；除了小区地面所设置的 30
多个临时停车位，其余车辆一律停入地下停
车场。同时，业主可根据自身需求或购买或
租赁停车位；没有购买或租赁车位的私家车，
一律不得进入小区地下停车场。
事情发生后，接警赶到现场的辖区民警
指出，面对纠纷或持有异议，涉事双方应当通
过协商、调解、诉讼等合法途径理性解决，如
果采取封门堵路等不当行为扰乱了正常社会
秩序，那么，不但维权无据，还将受到法律惩
处。因此，警方再次提醒：
维权须合法！
8 日下午，记者了解到，相关事情仍在沟
通处理之中。
记者周朝晖 实习生周想想

员工放假，
承包方还要发工资吗？
人社部门：
需明确用工关系，视具体情况而定
“我承包了一所学校的食堂，现在放暑
假了，我还需要支付员工工资吗？”
上周，
记
者从如东人社部门了解到，当地个体户管
先生致电如东县人社局，询问寒暑假期间
工资支付问题。
管某说，自己开办的公司承包了当地
一所学校的食堂。寒暑假期间，
学校放假，
公司招用的部分食堂工作人员也就不上班
了。那么，这部分员工的工资应如何支付
呢？当地人社局工资福利科负责人解释，
该问题要看具体情况，先要弄清这类人与
公司构成的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是
全日制还是非全日制用工，以及劳动合同
中对假期的约定等情形。
事实中，公司若招用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且正在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那么
双方构成的就是劳务关系。本案中，若符
合上述条件且劳务协议约定的期限不包括
假期，或约定假期间中止履行协议，
这类人
寒暑假不上班，公司就不需要支付劳务报
酬。若协议对不上班的劳务报酬有约定，
则从其约定。
若这类人与公司建立的是劳动关系，
就要看是全日制还是非全日制用工。在非
全日制用工情形下，
《劳动合同法》第 68 条

规定，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
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
间不超过 4 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
24 小时的用工形式。第 71 条规定，非全日制
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
方终止用工。因此，若双方符合非全日制用
工特征，寒暑假期间，公司可即时解除劳动合
同，
通知这类人不上班，
就不用支付工资。
若双方构成的是全日制劳动关系，公司
是否要支付这类人工资，就要看他们不上班
是否属于《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 12 条规定
的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单位停工、停产。若
劳动合同中对寒暑假期间的用工无约定，也
无补充协议，则公司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
的，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职工工
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若职工提供
了正常劳动，则支付给职工的劳动报酬不得
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若职工未提供正
常劳动，则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若劳动合同中有寒暑假期间员工需服从
岗位调整的条款，则公司安排其到就近的岗
位上班，而员工选择休息或自己到其他单位
上班的，不属于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单位停
工、停产的情形，公司就不必支付工资。
本报记者彭军君 本报通讯员钱德明

晚报讯 近日，海门法院开庭审理了一
起行政诉讼案件，海门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
办公室、海门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海门 40 多家行政机关负责人
进行庭审观摩。
2015 年 7 月 25 日晚，启东市汇龙镇善
成新村某居民住宅发生瓶装液化气泄漏爆炸
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经公安机关调查，涉
事液化气钢瓶系第三人吴某当日至原告处充
装后，送至用户处的。吴某至原告处充装价
为 75 元，向用户收取价格为 87 元，所用钢
瓶为用户提供。2015 年 9 月 30 日，被告启
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书，责令原告改正，并处罚款人民币 1 万
元。原告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启东市人民
政府于 2016 年 2 月 22 日作出行政复议决
定，维持被诉处罚决定。此后，原告向海门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海门法院作出
（2016） 苏 0684 行初 66 号行政判决，判决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于南
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南通中院以被诉行政处

罚决定主要证据不足、认定事实不清、违反法
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被告启东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判决生效后，被告再次对案件进行了补充
调查，认定第三人在没有瓶装燃气经营许可
证，也非原告培训上岗的送气服务人员的情况
下，从用户处取得空钢瓶至原告处以 75 元每
瓶的批发价充气，再以 87 元每瓶的价格卖出
属于销售行为，原告行为违反 《江苏省燃气管
理条例》 第二十条第二款：“……禁止向无瓶
装燃气经营许可证或者瓶装燃气供应许可证的
单位和个人供应用于销售的燃气”之规定，于
2017 年 9 月 4 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原告
改正，并处罚款人民币 1 万元。原告不服，遂
提起行政诉讼。
海门法院合议庭在听取双方意见后，认为
被告的举证无法满足处罚决定中对第三人行为
的定性，当庭宣判撤销了被告启东市住房与城
乡建设局行政处罚决定。
通讯员舒天予
记者冯宏新

男子驾车撞坏消防栓请人顶包
民警细盘查调监控识破其伎俩
晚报讯 一名男子驾车时撞坏了消防
栓，因害怕头天喝酒被查获酒驾，他请人
来顶包。民警经过细细盘查和调阅监控，
识破了顶包者，真正的始作俑者被民警抓
获。7 月 8 日，海门城区交警中队办案民警
介绍，涉嫌交通肇事逃逸的男子陈某被警
方给予行政拘留 5 日，并处罚款 1000 元的
处罚。
6 月 22 日上午 8 点 2 分左右，海门城区
交警中队接 110 指令：海门步行街金石酒店
地下车库内报警人的轿车撞在消防栓上，无
人受伤，车能行驶。接警后，事故民警立即
赶赴现场。勘查中，民警发现：一辆小型普
通客车撞在了消防栓上，车辆及消防栓损
坏。当民警询问驾驶人时，一贵州籍、龙姓
的男子自称是肇事车司机。然而，当民警询
问龙某事故的经过时，龙某却含糊其词且表
情紧张，此举极有冒名顶替的嫌疑。当即，
民警让龙某出示驾驶证和行驶证，并调取了
事故地段的监控，结果发现肇事车辆的驾驶

员和龙某大相径庭。据此，民警将龙某带回中
队做进一步的调查。
通过对龙某讲法律、说情理，开始坚称是
驾驶人的龙某心理防线崩溃，他终于承认帮朋
友陈某顶包的违法事实。根据其交代，民警依
法传唤陈某，陈某交代了其肇事后找人顶包的
违法经过。
据陈某交代，6 月 22 日早上 6 点多，他驾
驶车子进入金石酒店地下车库，在转弯的时候
由于操作不慎撞到了墙上，墙上的消防设施和
车子前部都已受损。发生事故后，因自己 21
日晚上喝了酒，害怕交警查出自己饮酒驾驶机
动车被处罚，陈某不敢报警，他想到找朋友顶
替。龙某以为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又碍
于朋友之间的情面，就来帮忙顶替。
警方提醒：帮朋友顶替其违法行为并不是
明智之举，也非友情的最好证明，而是纵容朋
友的同时也在伤害自己。轻则受到行政处罚，
重则获罪。
晓潘 龙水

崇川区审计局
以品牌创建引领机关党建工作
崇川区审计局通过创建机关党建服务品
牌，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激发党
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提高机关党组织的凝
聚力、向心力，提高审计工作效能。
通过开展大讨论，广泛征集品牌名称标
识，反复比选完善，确定了“崇法尚德，审
计为民”的品牌建设目标。“崇”既有“尊
崇”“崇敬”之意，也有“崇川”隐意，“崇
法尚德”体现了崇川审计人的工作遵循和价
值追求，“审计为民” 既体现着党和政府的

性质和宗旨，也体现了审计机关的服务理念，
两句首字连起来“崇审”暗指“崇川审计”。
将品牌创建与审计工作相结合，实现
党建和业务工作的相互促进。经过摸索，
提出六条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路径：党
建强审、科技助审、质量立审、人才兴
审、廉洁从审、文化惠审，实现了以党建
服务的品牌创建引领党建工作，以党建促
业务，服务崇川高质量发展。
范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