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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吴未未
本报记者 翟进

日前，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主
持调解了一起劳动争议，其争议焦
点在于：员工已签订承诺书表明“工
资结清、放弃社保”；而后员工认为
老板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此时能
否依法主张“二倍工资”？

秦某（化名）系句容某安保公司
保安，从入职公司至离职，一直未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离职时，经协商，
公司负责人要求秦某在打印好的承
诺书上签字，表明其自愿离职，工资
及其他费用全部结清，放弃社保待
遇，之后与公司再无纠纷。而后，秦
某从其他工友处得知，公司要求自
己放弃社保违法，且没有支付二倍
工资。秦某认为自己被老板欺骗才
签订承诺书，于是申请劳动仲裁要
求支付二倍工资和经济补偿金。仲

裁委裁决后支持了秦某二倍工资的
申请。某安保公司不服，向句容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不赔。

句容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
7月，秦某入职某安保公司，职务为
保安。2021年 7月初秦某离职，双
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秦某月平均工
资 4千余元。2021年 7月中旬，秦
某向某安保公司出具《承诺书》一
份，载明秦某已在某安保公司自愿
离职，工资及其他费用已全部结清，
本人自愿放弃社保公积金等一切费
用，离职后，不再和某安保公司有任
何经济纠纷。

该承诺书签订后，某安保公司
支付秦某3千元社保补偿。

2021年 8月，秦某向句容市仲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某安
保公司支付二倍工资 5万余元，经
济补偿金1万元。仲裁委经审理后
裁决某安保公司支付秦某二倍工资
5万余元，驳回秦某的其他诉讼申
请。某安保公司不服，向句容法院
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后认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

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
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
工资。该法律规定的目的不仅是保
证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更重要的是督促用人单位及
时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用
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二倍工资，是
基于用人单位没有按照劳动合同法
规定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所
产生的法律后果，并非劳动者提供
劳动的对价给付。

此案中，某安保公司与秦某于
2019年 7月建立劳动关系，属于用
人单位应履行的法定义务，某安保
公司未依法与秦某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应当为秦某支付双倍工资 5万
余元。

关于秦某签名的承诺书，该承
诺书系秦某关于离职的单方承诺，
承诺事项是放弃某安保公司应正常
支付给秦某的劳动报酬，与此案审
理的某安保公司应否支付未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无关。

故此，法院对某安保公司的辩
解意见不予采信。

判决后，某安保公司不服上诉
至镇江中院，经中院主持调解，当事
人双方自愿达成协议：某安保公司
一次性支付秦某 2万余元。此后，
双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两
清，再无纠葛。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引纠纷

员工能否依法主张“二倍工资”？

法官释法：
所谓的二倍工资，应当

是“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
二倍工资差额”，之所以采
用“工资”的表述，是因二倍
工资要以一倍工资的金额
作为赔偿基数。

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
倍工资的性质，是对用人单
位违法不与劳动者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的惩罚性赔
偿。其立法目的在于对提
高书面劳动合同的签订率，
明晰劳动关系中的权利义
务，进一步规范用人单位的
行为，充分保护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

以案说法

本报讯（张缘 张驰川）2022年12
月 4日是第 9个国家宪法日，也是我
国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40周年。今年
宪法宣传周的主题是“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全面贯彻实施
宪法”。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丹阳市云阳街道“宪法宣传周”宣传
活动于12月4日启动，将持续至12月
10日。

“法者，治之端也”。云阳街道立
足本地法治建设实际，采用“线上+线
下”宣传模式，活动设置主、分会场。
主会场设置在凤美新村社区普法讲
堂，云阳司法所政法干警组成普法小
队，开展以宪法宣传为主题的法律讲
座，通过以案释法等方式分析了与日
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问题，并为居
民们发放宪法读本、免费提供法律咨
询服务。主会场学法氛围热烈，居民
们拿着宣传手册认真学习，咨询了诸
如婚姻家庭、物业服务等纠纷中所涉
及的法律问题，普法小队一一耐心回
答，获得了居民们的一致好评。各村
（社区）设置分会场，采用专题学习、
设置横幅、播放电子屏等，向过往群
众宣传宪法知识，号召广大群众认真
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帮助群众切实
感受宪法精神、体会法治力量，实现
宪法宣传“抬头可见、随处可见”。

宪法宣传进社区 法治意识入人心

本报讯（董祥 雍天佑 张驰川）
“请问你们能不能办理断绝亲子关系
的公证？”一句充斥怒意的询问在公
证员耳边响起。就在不久前，一对中
年夫妻带着儿子来到了镇江公证处
新区办事处，声称要求办理断绝亲子
关系的声明书公证。公证员解释法
律条款后继续为这家人调解矛盾，一
家三口冷静下来，向公证员道谢后互
相搀扶着走出了办事处。

现场，公证人员闻听此言，敏锐
地发现了异常，于是尝试安抚三位当
事人的情绪，等他们平静下来后询问

具体情况。
原来夫妻俩都姓张，他们的孩子

小张今年15岁了，正在上初三。近段
时间小张无心学业、经常逃课，成绩
相较之前下滑很多。马上就要中考
了，这样的状况让夫妻俩很是着急，
因为此事，夫妻俩经常与儿子发生冲
突，一家三口矛盾重重。前一天他们
又发生了争吵，气急之下，夫妻俩和
儿子做出了这样的决定：父母不再抚
养儿子，儿子日后也不必赡养父母，
从此断绝亲子关系。

听完了当事人的叙述，公证人

员首先说明了血缘关系是一种特殊
的法律关系，法律规定基于血缘的
亲子关系是不可以断绝的；然后表
明公证的内容必须以法律为准绳，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公证，即
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自愿进行
约定，但其约定内容如果不合法或
是违法，也一样不能进行公证。“父
母对未成年子女承担抚养义务和子
女对年迈的父母的赡养义务，都是
法律规定的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约定不抚养不赡养显然是违法的。”
最后公证人员回归到家庭关系，劝

说孩子的父母对孩子多些耐心，跟
孩子多加沟通，了解孩子的心理状
态，也劝解孩子多体谅父母的焦虑，
明确自己的目标努力前进。

听完公证人员的解释后，三位当
事人终于冷静下来，并向公证人员表
达了谢意，互相搀扶着走出了办事处。

记者了解到，镇江公证处将充分
整合心理咨询、家事纠纷调解等功
能，更好地利用“家事法律服务中心”
平台为当事人提供更加便捷、贴心的
综合性一站式家事公证法律服务，为
千万家庭保驾护航。

本报讯（兰嘉敏 翟进）近日，京
口法院在审理一起强奸罪、盗窃罪案
件中，针对未成年人父母双方未能正
确履行监护责任的情况发出《家庭教
育指导令》，依法督促和引导家长正
确履行监护职责，保护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与此同时，京口法院邀请心理
咨询老师，与刑事犯罪未成年人赵某
及其父母进行交流，上了一堂具有特
殊教育意义的家庭教育指导课。

被告人赵某在 2021年 7月因涉
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当时赵某不满
16岁。因赔偿被害人 10万元且获得
了谅解，检察院决定对赵某附条件不
起诉，考验期为 2021年 11月 16日至
2022年 10月 16日，共 11个月。可赵
某在考验期内又伙同他人实施盗窃
行为，再次被公安机关抓获。

十六七岁，本是最美好的青春时
光，为何赵某却像“无业游民”一样没
有在校园里学习，而是在违法犯罪的
道路上越走越远？案件审理中，承办
法官花秀骏发现在赵某的成长过程
中，其父母存在疏于管教、未切实履
行监护职责的情况。尤其是在赵某
已经出现了违法犯罪迹象的时候，没
有及时监管引导孩子改过自新。为
此，京口法院少年庭庭长潘晓燕邀请
镇江阳光雨露青少年心灵成长中心
的两位心理咨询老师，与赵某及其父
母进一步沟通交流。

“辍学后我也后悔过，但是没有
学籍了，我没办法再回去上学。”“我
想找工作，可没有单位接收我，平时
只能和朋友一起玩玩游戏、打台球，
有时会照顾妹妹上学。”“我没有认识

到盗窃的严重性，一开始只是自己缺
钱花了才动了这个念头。”在与赵某
的交谈中，赵某一直低着头，眼神闪
躲。心理咨询老师在与赵某的父母
交谈中得知，赵某小时候和奶奶一起
生活，其10岁时父母离异。因为从小
不在父母身边，父母离异后赵某先跟
随爸爸生活，后来因为父亲重组家庭
等原因，赵某又和妈妈一起生活，妈
妈因忙于工作无法全身心顾及赵某
的生活，以致赵某成长过程中缺失父
母的关爱，长期处于无人管护的状
态。尤其在赵某离开校园以后，结识
了很多社会闲散人员，慢慢走上违法
犯罪的道路。

花秀骏和两位心理咨询老师劝
诫赵某一定要加强法治意识，认识到
过往行为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同时要

树立信心，将刑期当“学期”，努力改
掉恶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学习一技之长，早日回归社会。赵某
的家长更要积极履行家庭职责，父母
双方应形成合力共同教育赵某，多与
孩子交流沟通，尤其要关注赵某的精
神需求和情感需求，引导赵某对未来
有明确的规划。

多番苦口婆心而又贴心暖心的
交谈，赵某深刻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过
错，希望以后能做一些对社会有用的
事。赵某的父母更是非常懊悔自责，
认识到因自己教育孩子失职、失责而
铸成大错。今后会相互配合履行好
家庭教育职责，努力改善亲子关系，
正确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价值观念和法治意识，帮助孩子改过
自新。

本报讯（句法萱 翟进）为进一
步提升人民群众法律意识，推动“创
建一法庭一品牌”活动，扩大诉前调
解工作覆盖面，扩展多元解纷渠道，
增强辖区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及
满意度，近日，句容市人民法院后白
法庭走进后白镇福源社区，开展普
法宣讲活动。

“发生交通事故怎么理赔”“未
成年人能否骑电动车”“民间借贷利
率如何计算”“保证合同期限和保证
责任方式有哪些规定”……在福源
社区，后白法庭庭长李师柯围绕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婚姻家庭、民间
借贷、侵权责任等热点难点问题，结

合多年审判工作经验和办理典型案
例，用通俗易懂的话语进行深入浅
出地讲解。

宣讲会上，法庭工作人员不仅
详细介绍了后白法庭工作开展和法
庭品牌建设情况，还为辖区群众提
供法律咨询服务。

句容市人民法院将继续紧密联
系村居社区，力求推动矛盾纠纷就
地发现、就地调处、就地化解，积极
发挥人民法庭前沿阵地作用，通过
巡回审判、普法讲座、法律咨询等多
种形式，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
司法需求，听群众之所需，解群众之
所困，切实做到多为群众办实事。

句容后白法庭进社区普法宣讲

本报讯（程志田 倪亦孙 张驰
川）一边是爱而不得，一边却是“另结
新欢 ”。当曾经的女友离自己而去，
气急败坏的陈某竟一气之下持刀砍
伤了“情敌”。近日，镇江市京口区人
民检察院依法对犯罪嫌疑人陈某以
涉嫌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

家住镇江的陈某和马某曾经是
一对同居情侣，还一起在小区开了一
间麻将室，日子算不上好，却也不算
太差。起初，被害人男子王某只是一
名经常去两人棋牌室打牌的顾客。
时间一长，王某也就和陈某、马某成
了朋友。因为兴趣相投，王某与马某
经常相约一起吃饭、唱歌，甚至还认
了马某做干妹妹。

日子一天天过去，马某发现自己
和陈某的关系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
甜蜜幸福，脾气有点急躁的陈某甚至
还有些暴力倾向，只要两人稍微有点
口角，就会发生肢体冲突。思来想
去，马某最终还是决定离开陈某，带
着自己的儿子去他乡定居。这时，

“干哥哥”王某走进了马某的生活，并
相约一同奔赴他乡。

2022年2月下旬，王某带着马某
以及马某的儿子一起到了四川成
都。当三人正准备开始新的生活时，

马某的儿子却因户籍问题无法在成
都入学。无奈之下，三人又只得于 4
月下旬返回镇江。回到镇江后没多
久，马某便与王某同居在了一起，还
一起开了麻将室。

很快，三人回到镇江的消息就传
到了陈某那里。“明明说要远走，怎么
换了个对象又回来了？”“单身”了的
陈某不仅感觉丢了面子，还觉得自己
被马某和王某耍了一番。

5月 31日 21时许，陈某独自在
麻将室喝闷酒，看着自己的麻将室空
空荡荡，没有人来打牌，他认为原来
的客人都被马某拉到她和王某新开
的麻将室去了，再加上马某离开自己
跟了王某，于是越想越气。当晚 10
时许，陈某携带催泪喷射器、菜刀来
到王某回家的必经之路上等待。待
王某出现后，他便使用催泪喷射器喷
射王某眼部，并使用菜刀砍其头部、
颈部和四肢，致王某身体前额部、左
上肢、右下肢等多处受伤。经鉴定，
王某的损伤程度属轻伤二级。

8月，陈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
批准逮捕，并于近日被提起公诉。对
于自己故意伤害他人的行为，陈某表
示认罪认罚。目前，本案正在进一步
审理中。

跟同居女友分手之后
男子砍伤情敌被起诉

本报讯（扬法萱 翟进）深夜无人
之际，他们摸黑在农场里大摘特摘，自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想到警察找
上了门。日前，扬中法院审结一起盗
窃案，被告人季某等4人被扬中法院分
别判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和一千元。

2022年7月中旬，正是水果成熟
的季节，季某和史某等人动起了歪心
思，打算偷摘些梨尝尝鲜。趁着半
夜，季某、史某约上朋友何某、朱某驱
车前往扬中新坝镇一家农场，四人相
互望风，拿着四个篮子和一把老虎
钳，偷偷摘得梨40公斤。

隔了几日，尝到甜头的几人相
约去另一家农场窃得梨 16 公斤。
没多久，季某等 4 人又“组团”去其

他农场盗窃葡萄。而盗窃来的水
果，几人平分后吃了一部分，剩余的
都扔掉了。经查明，4人在 3家农场
作案 3次，窃得梨、葡萄等共计价值
人民币973.8元。

扬中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季
某、何某、朱某、史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多次秘密盗窃他人财物，其行为
均已构成盗窃罪，且系共同犯罪。鉴
于 4人分别具有自首、认罪、退赃等
从轻量刑情节，遂依法作出上述判
决。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提醒，勿以恶小而为之，盗
窃的金额、次数、性质都会作为定罪
量刑标准，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切勿触碰法律底线。

现实版“组团”偷水果
其行为构成盗窃罪及被罚

本报讯（景泊 许明顺）为进一步
贯彻落实《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强
化广大青少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
意识，日前，句容市第五届青少年普
法知识竞赛活动在句容市华阳中心
学校举办（如图 景泊 许明顺 摄）。
活动由句容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
组办公室、句容市司法局主办，句容
市检察院、句容市法院、句容市妇联
等 8家单位协办，现场共有 200余名
学生观赛学习。

本次竞赛的主题为“德润心灵
法助成长”，竞赛题型有选择题、判断
题、风险抢答题、论述题4种题型，题
目涉及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宪
法、民法典、反有组织犯罪法、未成年
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禁毒法
等常识性法律知识。其中，论述题以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出题方向，选手们

结合自身理解阐述习近平法治思想
的相关内容，带动了现场观赛学生的
学习兴趣。18名选手在竞赛中释放
活力、赛出水平、竞出风采，充分展示
了青少年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时代
风貌和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崇高品
质。经过激烈角逐，宝华中学荣获一
等奖，第二中学、碧桂园学校荣获二
等奖，其余代表队荣获三等奖。

据悉，此次活动以树立身边学法
榜样的方式调动广大青少年参与法
律知识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青少
年普法知识竞赛已连续举办5年，自
第一届活动启动以来，通过参观法治
宣传教育基地、情景剧表演、法治晨
读、学宪法讲宪法主题演讲、学法禁
毒讲座等形式，开展法治主题教育活
动 200余场次，受教育青少年 6万余
人次。

句容举办第五届
青少年普法知识竞赛活动

督促家长积极履行教育职责
法院为爱发“令”护“未”成长

镇江公证为家庭护航 调解矛盾维系骨肉情

张缘 张驰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