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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金坛区白塔镇政府原址私
设幼儿园，无资质也没有任何安保措施，
一楼还是工厂车间。希望你们派记者来
看看。”昨天一早，金坛区金城镇居民王
猛（化名）向记者反映白塔镇政府原址有
人办黑幼儿园的事情。记者挂了电话就
驱车赶赴白塔进行调查。

在金城镇白塔村委兴业街，记者找
到了白塔镇政府原址，一个由 2 幢楼房
组成的大院。镇政府左右两侧分别是金
城派出所白塔警务室和白塔交警队。镇
政府大院东侧辅楼现在是一家名为聚仙
池的洗浴中心，北大楼部分空置，一角是
一爿工厂。如果不是陆续带着孩子赶来
报名的家长，记者看不出大院里有幼儿
园。“今天上午已经有近 50 个孩子报名
了。”一楼工厂车间外，一名男子告诉记
者，前两天，原本在白塔邮局后边的白塔
幼儿园说是要搬过来，陆续就有新生家
长赶来报名。一位家长告诉记者，她的
大儿子在白塔幼儿园就读，现在是帮小

女儿报名，幼儿园在白塔邮局那边办了
已 10 多年，感觉教学质量还行，园长人
很好。听说幼儿园老板家里有些纠纷，
在原址已经无法正常开学，园长才找了
这个地方。

不过，这些家长的热情很快被一句
话浇灭。“这里不能办了，今天一大早，教
育局、镇政府就来过了，说是没手续不给
办，你们要报名都去元巷那边的金城镇
中心幼儿园吧。”热心男子的话引起了不
少家长的嘀咕。但记者并未在现场看到
任何通知，为了核实这一说法，记者驱车
赶到金城镇中心幼儿园，这里距离白塔
镇政府原址近6公里。

幼儿园陈园长正忙着开学前的准备
工作，她证实，白塔幼儿园的学龄前儿童
可以到该园报名，幼儿园会予以接收，也
可以去其他合法幼儿园。记者查看谷歌
地图发现，白塔南片到该园距离稍近，
3-5公里；白塔北片到该园距离较远，有
10 多公里，白塔地区除了民办的白塔幼

儿园，再无其它合法幼儿园，如果选择到
金城镇中心幼儿园，部分幼儿接送确实
不便。官方资料显示，白塔地区常住人
口2.2万人左右。

办了 10 多年的白塔幼儿园缘何出
现目前的窘境？记者找到金城镇人民
政府了解情况。原来，白塔幼儿园原属
白塔镇的镇办幼儿园，2001 年左右被
周某夫妇买下，成为非营利性民办幼儿
园 ，收 费 标 准 与 公 办 幼 儿 园 统 一 。
2007 年，白塔镇并入金城镇，因为白塔
幼儿园办学稳定，能满足白塔地区学前
儿童入学需求，金城镇政府此后多年并
未 在 白 塔 地 区 新 建 公 办 幼 儿 园 。 但
2013 年前后，周某家中因幼儿园归属
问题产生纠纷，并进入司法程序，一审、
二审后纠纷仍未平息，期间镇政府也多
次协调，但未果。鉴于白塔幼儿园的现
状，8 月 25 日，金坛区教育局认为其违
反了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下发《限
期整改通知书》，要求其在 3 个月内整

改，整改期间停止招生，不得组织教育
教学活动。8 月 26 日，金城镇发出告家
长书，建议家长可以到金城镇中心幼儿
园或其它合法幼儿园就读。

“白塔幼儿园是合法幼儿园，准备在
老镇政府大楼内办学过渡，只是聘任园
长的想法还未实施，就被我们及时制
止。”该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金城镇
中心幼儿园临时扩充 6 个班，用来接收
白塔幼儿园的学生，同时，镇政府也在与
教育局沟通，根据实际入学人数配置校
车，校车费用由家长承担，后期或有一定
补贴。3 个月整改期内，镇政府与白塔
村委会着手寻找校舍、申办临时幼儿园
等工作，整改到期，问题依旧得不到解决
的话，村委将建设临时幼儿园，在 2018
年春学期投入使用。

该负责人称，下一步或考虑调整金
城镇文教布点规划，在白塔地区由政府
投资新办一所公办幼儿园。

童华岗

金城镇政府：事起纠纷，正妥善安置学龄前儿童

白塔镇政府原址办起无证幼儿园？

昨天下午，勤业二社区组织青少年开展“七夕”民俗体验活动，听牛郎织女七夕夜鹊桥相会故事，讲过节民俗，学画纸
扇。孩子们发挥自己的想象，把一面面纸扇变成了色彩斑斓的手工作品。 邵佳 芮伟芬 文/摄

本报讯 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
双方一直没有办理过户手续，直到卖
方的房屋共有人去世，买方才意识到
房产过户的紧迫性，找对方要求办理
过户时，竟遭到了拒绝。近日，在买方
的起诉下，金坛区人民法院判决卖方
的两名继承人必须协助买方过户。

20 年前，刘某举家迁居到金坛，
经人介绍，以19万余元的价格购买了
王某的一套 2 层楼房，房屋面积近
200 平方米。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协
议，并约定了相关过户事宜，刘某和王
某分别代表两个家庭在合同上签了
字。合同签订后，刘某当即付清了购

房款，王某夫妻也出具了收条，并将房
屋及房产证、土地使用证交给刘某。

刘某一家搬进新家后觉得，钱付
了，相关手续都在自己手里，房子理所
应当就是自己的，所以一直未主动提
出要求过户。直到2014年，王某的妻
子因病去世，刘某这才意识到王某年
龄也大了，房屋过户迫在眉睫。于是，
刘某要求王某和王某的儿子配合办理
过户手续，多次交涉无果后，今年 3
月，刘某将王某父子诉至法院。

庭审中，王某和儿子虽然对房屋
买卖事实无异议，但认为王某的妻子
已经去世，由于涉及到该财产相关继

承权的问题，不同意办理过户登记手
续。法院查明，涉案房屋虽然登记在
王某名下，但该房屋属于王某与其妻
子的共同财产，王某夫妇只有一个儿
子，且王某妻子的父母已去世。

法院认为，按照合同法相关要
求，刘某、王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
是双方家庭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王某
已经按照协议要求履行给付房屋的
义务，虽然王某妻子已故，但作为其
法定继承人，王某及其儿子应“继续”
相关义务，有义务协助刘某办理房屋
过户手续。

（吴同品 王蕊）

被“继承”的房屋应履行过户义务

本报讯 市场竞争激烈，企业无
力经营时很可能会关门大吉。在此情
况下，企业如单方面解除和劳动者的
劳动合同，是否违法呢？近日，历经一
审、二审后，一起此类劳动争议纠纷终
于尘埃落定：企业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但无须支付赔偿金。

2010年，张女士到钟楼区一家超
市从事收银员工作。2013 年 4 月 1
日，双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然而，超市生意十分清淡，门可罗雀。
苦苦支撑数年后，2016 年 7 月，该超
市发出公告，称当月6日终止营业，与
员工所签劳动合同于 7 月 6 日终止，
工资发至 8 月 5 日，社会保险金交至
当年 7 月；门店依据员工工作年限和
员工本人终止劳动合同之日前十二个
月应发工资的平均工资，依法支付经
济补偿金，工作满一年补偿一个月，不
满六个月的补偿半个月，六个月以上
一年以下的按照一年标准补偿⋯⋯

随后，超市向张女士邮寄了终止
劳动合同通知函，内容与超市发出的
公告大同小异。

超市说关就关，自己该何去何

从？去年 8 月，张女士向钟楼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支付加班工资 115570 元、赔偿
金 53248 元、未提前一个月通知解除
劳动关系的一个月工资4096元、承诺
的一个月工资 4096 元。钟楼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裁决
超市支付张女士加班工资 3147.09
元、一个月工资2535元。张女士不服
该仲裁裁决，向钟楼法院提起诉讼。
而在诉讼前，该超市已向张女士支付
经济补偿金 16580 元、一个月工资
2535元及加班费3147.09元。

钟楼法院审理后认为，加班工资争
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因此对
双方劳动关系终止前一年的加班工资
应予以确认，2010 年 3 月至 2015 年 7
月的加班工资的诉求无法得到支持，确
定加班工资为 3147.09 元并无不当。
此外，超市因亏损、经营困难停止营业，
属于用人单位提前解散，不属于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故对张女士要求超市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的请
求不予支持。据此，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驳回张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随后，张女士又提起上诉。近日，
市中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庄奕）

延伸阅读：

赔偿金和补偿金有区别
经济补偿金是指企业依据国家有

关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在同员工解
除劳动合同时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
职工的劳动报酬。赔偿金是指用人单
位违反劳动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合同，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赔偿。前者
是补助费用，后者是赔偿费用。前者主
要是在劳动者单方解除合同、协商解除
合同、无过失辞退、经济性裁员、破产等
几种情况下，用人单位需要支付经济补
偿金。后者适用的情形是：《劳动合同
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
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
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
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
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
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
条规定支付赔偿金。

市中院终审判决：不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超市终止营业，要支付赔偿金吗？

本报讯 8 月 26 日晚 8 点左
右，B2公交车上一名七旬老人突发
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好在司机夏
亚平及时发现，和乘客一起拨打
120，并将老太送往医院治疗。

记者了解到，当晚，这辆 B2 公
交车从西林开往经开区，当车辆行
驶到马公桥时，司机夏亚平听到后
方传来“扑通”一声，同时，有乘客大
喊：“有人晕倒了。”夏亚平赶紧靠边
停车，发现一名老人晕倒在车后门

边，呕吐不止，大小便已失禁，看起
来情况危急。

车上乘客此时也行动起来，有
的给老太递水，有的拨打 120。15
分钟后，120 救护车赶来，众人一起
将老太搀扶上车，送往医院救治。

夏亚平事后得知，老人今年 70
多岁，独居，子女均在外地。当时，
老太突发急性肠胃炎，好在送医及
时，目前已无大碍。

（小波）

老人突发急病
司乘合力救助

本报讯 花 1.5 万元买了两张
实木床，商家竟然转头就忘了个精
光。近日，迟迟未收到货的消费者
向我市12315投诉。

今年 2 月 4 日，黄先生在新北
区一建材市场订制了两张总价 1.5
万元的实木床，商家收了 1 万元预
付款后，在收款凭证上注明 6 月 30
日左右送货。可是，已经到了 8 月
中旬，床却一直未送到。黄先生等
得不耐烦了，遂赶到店里了解情
况。商家竟称，这笔订单是春节后

刚上班接的，工作人员疏忽大意，忘
了上报这笔订单了。为了安抚黄先
生的情绪，商家承诺 4 天内补发到
位。可是，到了 8 月底，黄先生再次
到店询问，商家表示何时发货要北
京厂方决定，具体时间不能确定。

气 愤 的 黄 先 生 随 即 向 我 市
12315投诉。新北区市场监管部门
接诉介入协调后，商家随即联系厂
家补发货物，并赠送了一对枕头表
示歉意。

（庄奕 王辉）

下单半年整 商家忘精光

本报讯 昨天上午10时许，钟
楼区清潭街道陈渡新苑小区发生惊
险一幕，一名 5 岁儿童被困在了小
区53栋二楼阳台防盗窗上，一时无
法自救，情况紧急。

外环路消防中队接警后立即到
场，发现儿童蹲在防盗窗上，小区一名
物业人员用梯子登上防盗窗企图救
援，但由于防盗窗安装多年，一旦发生
坠落，两人都有危险。消防官兵立即

跑上3楼，用牵引绳索做好安全防护
后，大家一齐用力，将2人拉了上来。

据孩子家长描述，他家住 3 楼，
因要外出做生意，平时都是将小孩
锁在家中。因为孩子以前爬窗户摔
伤过，他们一直对孩子说不能再爬
窗户，没想到早上起来，孩子见他们
不在家，又爬出窗户，坐在了 2 楼住
户的阳台防盗窗上。

（芮伟芬 肖轩 文/摄）

5 岁孩子独自在家
爬上防盗窗险生意外

本报讯 近
日，本报微博接
到新北区春江镇
安家村委丁家塘
村民陈师傅的反
映，称家里的自
来水断水后，再
来水时变成了深
蓝色，不知道是
啥情况。陈师傅
希望通过本报，
求证下原因。

陈师傅告诉
记 者 ，本 月 15
日、16 日左右，
家里经常停水，
等来水后，整整
放了 3 个小时的
蓝水。不只是他
一家，村上有好
几户人家都是这
样 的 情 况 。 随
后，陈师傅通过
微博给记者发来
了照片。记者看
到，这是一个洗
碗池，里面堆满
了碗具，水龙头
流出的水确实是深蓝色。

8 月 25 日上午，记者来到安家
寨丁家塘村，找到了陈师傅家。记
者在村里询问了一圈，陈师傅家自
来水变成蓝色的事，村里人都知
道。“他们那几户人家的水表，跟我
们这边不是一路水管，所以断水后，
我们这边几户的水质是正常的。”村
西头一户村民告诉记者。家住陈师
傅隔壁的丁师傅告诉记者，他们家
的水颜色也变样了，只不过是浅蓝

色，没有陈家那么蓝。
记者随后联系了常水热线，客

服解答说：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
供水管道维修期间停水后，水管虹
吸楼上或邻近住户家的抽水马桶水
箱中蓝洁灵等消毒水所致。一般放
几分钟就没问题了，用户今后一旦
发现此类情况，请及时拨打常水热
线，他们会派维修人员上门解决。

（小波）
图片由陈师傅提供

断水后来水，
水咋成了蓝色？

本报讯 入夏以来，溺水悲剧一再
发生，消防部门也一再提醒市民，切勿去
不熟悉的水域玩耍，但悲剧仍然在发
生。上周末，接连发生2起溺水事件，共
有3人不幸溺亡。

8 月 26 日下午 3 点左右，经开区潞
城沙河浜村加油站旁一河塘里有小孩落
水。消防官兵接警后赶到时，水面上已
经看不到人。经过一番打捞，两名10多
岁的小女孩被救上岸，但均已无生命体
征。据村民称，此塘叫玫瑰湖，最深处约
15 米。事故发生前，有七八个 10 多岁
的学生模样的孩子在水边玩耍，结果 3
人滑入水中，一人被随行的孩子拉了上
来，另外2人沉入了水底。

8 月 27 日中午 12 点 22 分，新北区
安家生态园湖里有人落水。消防官兵
做好防护后下水救人，几分钟后捞出了
溺水男子，但该男子已不幸身亡。据了
解，男子约 20 岁，报警人为他的同伴，
事发时，3 人相约到湖边玩耍，溺水者
不慎滑入水中，因 3 人都不会游泳而发
生了悲剧。 （芮伟芬 肖轩）

一再提醒不要野泳，但
悲剧仍在发生——

周末两天
又有3人溺亡

本报讯 8 月 27 日下午 5 点 58 分，
武进区前黄镇前黄小学门口，一辆吊车
侧翻，一人被压在车底不幸身亡。

消防官兵火速前往救援，到场后发
现一辆吊车侧翻在路边，一男子被压在
底下，生命垂危。根据现场情况，官兵先
后联系了 4 辆吊车前来配合救援，将事
故吊车固定后吊离地面，晚 7 点 20 分左
右，被困男子被救出，但不幸的是，经现
场医护人员确认，其已无生命体征。

据现场了解，当时，该男子正在维修
吊车，千斤顶突然断裂，吊车向东侧翻，
将他压住。附近种葡萄的村民王某听到
响声后，跑到事发现场，看到男子被压，
一个10多岁的男孩哭喊着叫爸爸，赶紧
报警。 （芮伟芬 肖轩 维焱）

吊车侧翻
一男子被压身亡

本报讯 逛街时遇到免费美容推
销，大学女生小李被拉进了美容院，结果
被强制花了 1000 元办了张美容卡。8
月 21 日，在民警的帮助下，小李要回了
800元。

8 月 20 日，小李在市区路桥市场附
近闲逛，一名自称是美容店的工作人员
向她派发了一张免费美容体验邀请卡，
并称店内在做活动。连拉带拽之下，小
李被“请”进了这家美容院。

岂料在体验期间，店员不停地往她
脸上涂抹各种美容产品，并极力劝说她
办张美容卡。小李明确表示自己既不办
卡也不购买美容产品后，多名店员围了
上来，对她进行威胁。小李势单力薄，交
了1000元办卡后才得以离开。

回家后，小李向家人说起此事，家人
决定与她一起到局前街派出所求助。民
警立即带着小李前往美容院，最终，美容
院收回了美容卡，并退还800元。

（吴同品 孙渊）

“免费美容”拉进店
强制办了 千元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