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郑州打工的小雨起诉称，2016 年
10 月 10 日，她到柳某在郑州经营的个体
化妆品商行担任技术师，并负责培训学
员及销售产品等工作，双方约定每月工
资为 1 万元，但柳某未与小雨签订劳动
合同。后来，因为在经营中双方发生矛
盾，2016 年 11 月 15 日，柳某将小雨开除，
并拖欠应当支付的剩余工资。于是，小
雨诉至郑州市二七区法院，要求被告柳
某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5000元、拖欠的工资 8700元。

在法庭上，被告柳某称，其与小雨不
存在劳动关系，不同意原告的诉求。另
外，当时是小雨主动离职，并非商行将小
雨开除，小雨所称的每月工资 1 万元也
不属实，双方也没有约定“五险一金”。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 年 11 月 15
日，柳某和小雨因工资事宜引发纠纷，柳
某同意小雨即日离职。之后，化妆品商
行支付给小雨 1376 元工资。2016 年 11

月 17 日，小雨以要求化妆品商行支付拖
欠工资等为由申请仲裁，郑州市二七区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当日作出《不予
受理通知书》。

郑州市二七区法院经审理，判决被
告柳某向原告小雨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
经济补偿金 688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用人单位自用工
之日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该案
中，被告柳某经营的化妆品商行虽未依
法进行工商登记，但仍属于劳动法规定
的用人单位。故柳某作为化妆品商行
的实际经营业主，是劳动争议案件的
适格被告。

从原告小雨于 2016 年 10 月 10 日到
化妆品商行工作之日起，双方就建立起
事实劳动关系，原告依法享有相应的劳
动权利。对于原告小雨诉求的解除劳动

合同的经济补偿金问题，我国劳动合同
法规定，合同解除后的经济补偿，按劳动
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
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
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
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
济补偿。该案中，经济补偿金应计算为
688 元，超过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同时，
因原告小雨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其主张
的月工资 1 万元的事实，且被告不予认
可。在此情况下，原告小雨主张被告向
其支付拖欠的工资 8700 元因证据不足，
法院不予支持。

（记者 路歌 通讯员 辛爽）

乔某称，2016 年 8 月，他与李某经
人介绍相识。两人均年过五旬，交往
一段时间后开始共同生活。共同生活
之后，李某一直拒绝与乔某领取结婚
证，并且双方性格各异，经常因为琐事
吵架。2017年 2月 3日，李某向乔某提
出分手，并将乔某赶出门。

乔某认为，两人在同居生活期间，
自己共计花费了 3 万元，李某已答应
退还这笔钱给乔某，并打了欠条，但李
某却一直没有还钱的意思。于是，乔
某便将李某诉至法院。

灵宝市法院故县人民法庭受理该
案后，承办法官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

决定以调解为主。在该案中，由于乔某
和李某没有领取结婚证，不能认定两人
有婚姻关系。乔某有欠条为证，证明李
某欠乔某钱。于是，法官通过“背靠背”
的方式，对原被告双方分别做调解工
作。最终，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调解
协议，由被告李某一次性返还原告
乔某 1.5 万元。（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席静 杨晓峰）

本报讯 近年来，方城县检察院紧盯
民生民利领域，积极开展民情民意调
查，并定期对办理的涉及民生民利的贪
污贿赂、渎职侵权、公诉抗诉案件进行研
判分析，找准法律监督的着力点，最大限
度地打击犯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在职务犯罪案件办结后，方城县检
察院对涉及“三农”的公共卫生服务、扶
贫救济、耕地补贴、征地补偿、乡村建设
等案件进行“回头看”，总结发案原因，

找出管理漏洞。该院就群众关心的热
点问题开展社会调查，掌握群众的满意
度，评估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
和政治效果，并形成书面调查报告，为
以后改进工作提供参考和依据。同时，
该院了解群众的期望和要求，摸排其他
职务犯罪线索，决定是否在某个系统开
展职务犯罪专项查办行动。通过一系
列工作，该院做到“接地气”侦查方向准
确，“回头看”改进工作有效，“保民生”

强化监督有力。
近年来，该院开展了行政执法专项

监督、生态文明建设专项整治、医疗卫
生系统职务犯罪专项查办等活动，查
办危害民生民利的挪用公款、贪污、渎
职等职务犯罪案件 60 多人，挽回经济
损失千万元。同时，该院还向政府职能
部门发送检察建议，帮助建章立制，堵
塞管理漏洞，突出源头治理，取得良好
效果。 （时国庆 岳阳）

本报讯 为了落实公车改革的相关规定，
加强公车管理，罗山县检察院修订和完善了

《车辆管理规定》，严格规定了公车使用管理、
公车管理维护及驾驶员行为规范，提高车辆
使用效率，节约经费开支。

规范车辆加油和维修。该院实行车辆单
独核算，由院机关服务中心负责登记及公示
每辆车的里程、用油量、油耗、维修和保养等
信息。该院对车辆燃油实行定点加油，每辆
车使用单独油卡，限号加油，实行“一车一
卡”，车辆维修、保养选择在1至2个维修点进
行。

规范公务车辆使用范围和申请程序。该
院规定了车辆使用范围，严格了派车审批程
序及车辆出入登记。同时，该院还实行在春
节、国庆节、中秋节等法定节假日，实行车辆
封存，将车钥匙交院服务中心进行统一保管，
如有特殊公务需要用车时须经单位领导批
准。车辆派出后，未经批准，不得在外过夜，
谨防车辆被盗或损坏。

规范驾驶人员的日常教育和管理。严禁
单位领导、车辆管理人员、驾驶人员公车私
用，明确了驾驶员的行为规范，强调了驾驶员
纪律规范，规定驾驶员必须严格按派车单出
车、严禁将公车私自交予他人驾驶。该院定
期组织驾驶员认真学习有关安全行车方面的
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和各项业务知识。

罗山县检察院通过积极推行公务用车规
范化管理，确保了公务车辆的行车安全，提高
了检务保障能力，树立了良好形象。

（龙艳周辉）

近日，修武县国税局为扩大税收宣传的普
及面，深入田间地头，发放宣传资料，讲解适合
农户的税收政策。图为该局税宣人员对农户
介绍涉农办税服务的“一次性”告知、“一站式”
办结等惠农服务新举措。秦豪杰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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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有效措施
强化对辖区重点人员的管控

本报讯 近期，为确保辖区稳定，社旗县
公安局桥头派出所吴氏营警务室采取民警见
面座谈、村干部看管疏导、信息员掌控等有效
措施，强化对辖区重点人员的管控，对违法上
访人员及时进行思想疏导。 （李林轩）

提高管理服务水平
推进检务保障科学发展

本报讯 近年来，上蔡县检察院坚持以保
障执法办案为核心，以强化管理、优化服务为
重要举措，提升执法办案能力。一是大力加
强经费预算、装备采购、资产管理、规范理财、
科学理财，积极推进检务保障科学化发展。
该院紧密结合检察业务工作需要，严格各类
报销审批程序，加强预算管理及经费使用监

督检查，坚决落实各类预算规定及重大项目
经费内审、报告制度，确保经费使用有序。二
是加大装备资金投入，在提升检务保障科技
化上下功夫。该院坚持将业务经费向重点部
位、重点部门倾斜，通过加大资金投入、重点
配置、优化组合等方式，坚持将转移支付资金
主要用于装备建设以及科技强检等方面，提
升科技强检水平。三是创新资产管理模式，
在提高检务保障水平上谋发展。该院加强业
务部门信息互动，主动征询使用需求，及时反
馈保障举措，重点跟进服务保障，同时严格程
序、层层把关，优化管理、高效利用，努力打造
规范型、科技型、节约型资产管理模式，增强
资产使用效益。 （董文奇 张杰）

协同作战 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

本报讯 日前，上蔡县公安局反诈骗中心
充分运用新媒体平台和高科技手段，与各部
门协同作战，成功侦破了一起电信网络诈骗
案。近日，上蔡县公安局接到五龙乡村民李
某的报警，称其被一网友以找工作为由骗走
了 1.08 万元。接警后，该局反诈骗中心联合
刑警大队立即展开调查。经查，该案犯罪嫌
疑人通过微信聊天了解到被害人李某有想找

工作的意愿后，提出自己有能力为李某找工
作，并先后以交手续费、跑关系为名利用微信
转账的方式骗走李某 1.08 万元。于是，民警
通过犯罪嫌疑人的微信号，以李某的身份跟
其聊天，后经综合研判，发现吴某有重大作案
嫌疑。经依法传讯，犯罪嫌疑人吴某如实交
代了其骗取钱财的犯罪事实。目前，案件正
在进一步办理中。 （尚公轩）

嵩县公安局车村派出所
抓获一名网上在逃人员

本报讯 3月15日，嵩县公安局车村派出
所户籍警在办理业务时，发现一名办证人疑
似网上在逃人员，便及时与值班民警联系，核
实情况，最终将在逃人员田某抓获。3 月 15
日上午，因涉嫌盗窃轿车被上网追逃的田某
乘坐程某驾驶的一辆黑色轿车到车村派出所
户籍大厅办理身份证业务。田某自知负案在
身，不敢露面，便躲在车里让程某代其办理。
户籍民警王楠楠表示，只有田某本人到场方
能办理相关业务。无奈之下，田某下车走进
户籍大厅办证，并让程某上车放风，观察动
静，以便随时逃跑。王楠楠发现田某可疑后，
及时与值班民警联系，后经核实，民警对已离

开户籍大厅的田某穷追不舍，并在一个小渠
沟处将程某抓获。此时，正准备下车逃跑的
田某也被当场抓获。 （胡晓 杨新亮）

精准打击“老赖”成功扣划执行款

本报讯 4月20日，洛阳市吉利区法院通
过网络查控平台，成功执结了一起案件。
2016 年 7 月 28 日，张某因借款纠纷申请吉利
区法院对借款人王某和担保人陈某进行强制
执行。执行干警经多方查询，均未发现被执行
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遂将被执行人的银行账
户冻结。2017年4月初，执行干警在监控时发
现被执行人陈某的账户中转入了 10万元，便
立即联系被执行人，敦促其履行还款义务。在
强大的压力之下，被执行人同意将 10万元用
作清偿借款。 （高原 李佳艺）

培训社区警务室辅警

本报讯 近日，社旗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对
社区警务室辅警进行集中培训，进一步从充
实业务知识、提高实战经验等方面砥砺精兵，
达到了提高警务辅助人员公安专业知识与实
战技能，增强警务辅助人员职业感的目的。

（李林轩）

法在身边
HENAN LEGAL DAILY 11责任编辑 路 歌 校对 孟杰曼

E-mail:hnfzbfzsb@126.com 20172017//0404//2525

罗山县检察院
实行公务用车规范化管理
提升检务保障工作水平

身边的事儿

结果

法理解析

解雇员工 雇主被判支付经济补偿金
因与老板发生矛盾被解雇，员工小雨诉至法院要求老板向

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而老板则声称双方不存在劳
动关系，不同意小雨的诉求。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发挥检察职能 给民生民利架上“防护网”

身边的事儿

结果

女方提出分手 男方要求还钱

年过五旬的
乔某经人介绍，认识了年龄相仿的李某，

两人交往后同居。后因生活琐事，女方李某提
出分手，双方便因同居期间的消费问题

产生了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