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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简介
陈某某于2017年11月7日

入职某咨询公司，劳动合同为期3

年。2019年4月16日起，陈某某

经公司批准休产假，第二天被公

司告知广东区域业务经营调整，

决定撤销其所在岗位，与其解除

劳动合同。陈某某要求公司赔偿

并出具书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

但遭拒绝。2019年7月，陈某某

按公司要求向当地社保部门申领

了生育津贴，但公司一直未向其

支付。

法院判决支持陈某某的诉讼

请求，确认陈某某与公司自2017

年11月7日至2019年4月17日

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判决公司向

陈某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

偿金、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失业

期间的失业保险金损失。

部门说法
本案是一起用人单位以非过

错性理由与“三期”女职工（即女

员工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单方违

法解除劳动关系、克扣女职工生

育津贴的典型案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法》和《女职工劳动

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

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的，用人

单位不能单方与其解除劳动合

同，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情形除

外；女职工合法生育产假期间，应

当享受生育津贴。另外，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

动合同时向劳动者出具证明。

本案中，公司业务经营调整

不是单方与“三期”女职工解除

劳动合同的合法理由，明显属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行为；拒绝出具

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行为违反

了法律法规，也给陈某某造成了

无法申领失业保险的损失。该

公司不仅应承担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赔偿金，也应对女职工生育

津贴、失业期间的相关损失承担

赔偿责任。

相关链接
5月14日至5月15日，南海

区总工会、南海区普法办联合举

办“活力南海·法治先行”主题微

信学法大赛，参与游戏答题有机

会获得微信红包等丰厚奖品，详

情可关注“南海普法”微信公众

号。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原诗杰

电动自行车充电和停放、文

明养犬行为规范、高层电梯管理

……这些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

的内容，都被写进里水镇职能部

门和社区的工作清单中。

近日，里水镇开展“一部门

（社区）一课题”项目工作，镇内

15个职能部门、6个城市社区纷

纷围绕“提升新市民融入幸福感”

工作要求，分析各自在小区综合

治理方面的重点难点问题，选定

课题，挂图作战。通过细化每月

工作目标、计划、措施，推进落实

课题项目，争取在年底实现阶段

性成果，为群众交出一份社区治

理新答卷。

制定课题 破解难题
近期，每当在楼下的花园散

步时，保利紫山小区居民张女士

都会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一条

横幅上——“保利一业主在‘信达

某某’平台以投资形式被骗51

万。稳赚不赔的‘买卖’，为啥还

会告诉你？”放大加粗的“51万”，

让她触目惊心。

近年来，里水镇住宅小区电

信诈骗案件呈现多发高发态势，

宅家男女兼职刷单、冒充电商客

服主动赔偿、向工厂经营者及个

体户提供网络贷款等诈骗手段层

出不穷，为社区治理带来考验。

今年3月，里水镇涉住宅小区电

诈案件共12宗，受骗金额约175

万元。

为此，里水镇综合治理办创

新方式，联合派出所、社区等，在

小区人流较为密集处悬挂宣传横

幅。横幅内容真实反映电诈案

例，引起居民重视。

今年，里水镇城市社区综合

治理办公室围绕“让城市更有温

度，让居民融入得更幸福”这一中

心，实施“一部门（社区）一课题”

项目，要求各相关部门（社区）通

过点题、破题，主动作为，突破治

理工作难点，全力推进住宅小区

治理。

今年2月至3月，里水镇15

个相关职能部门、6个城市社区

确定本单位的课题项目，细化制

定实施措施。3月至11月，各单

位将围绕制定课题，细化任务，

挂图作战，认真落实各项工作措

施，做好阶段性总结和宣传。12

月，各单位本年度工作情况及阶

段成效将统一上报，其中优秀课

题单位总结经验、成效和不足，

分析提炼形成治理案例和长效

机制。

多措并举 挂图作战
在里水，许多住宅小区具有

人口密集、结构复杂的特点。随

之而来的，则是多样化、复杂化的

矛盾纠纷。为此，里水司法所将

“培育居民骨干组建调解队伍，促

进社区邻里和谐”的课题，写进

“一部门（社区）一课题”项目中，

希望通过挖掘居民调解的“小力

量”，助力守护社区“大和谐”。

此前，保利紫山国际花苑二

期小区一些住户门前不时有违

规停放电动自行车现象，有的甚

至直接将电动自行车放在楼道

内充电，不仅阻碍居民出入，还

存在较大消防隐患。对此，不少

居民建议小区安装电动自行车

充电桩。

为解决诸如此类的矛盾纠

纷，里水司法所以该小区为试

点，搭建了司法所、社区党委、矛

盾化解队伍及社工的“1+1+1+

1”四方联动机制，形成早排查、

早发现、早介入、早调处的化解

方式。

围绕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

问题，里水司法所探索组建矛盾

化解队伍，选出22名议事代表参

与集中培训，指导队伍主动联系

居民和掌握小区动态。通过微信

文档收集、邻里沟通和入户走访

等方式，议事代表整理出居民对

于安装电动车充电桩的意见和建

议，并在议事平台讨论会上进行

反馈、讨论。

为进一步增强矛盾化解队

伍的参与度，扩大队伍的影响

力，里水司法所还动员议事代

表、居民志愿者参与“楼道清道

夫”专项整治微行动，通过劝导

居民清除楼道杂物、规范停放电

动自行车，增强居民的社区共治

责任感。

里水司法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争取在今年上半

年成立以小区议事代表为主体

的居民调解队伍，开展专业矛盾

纠纷调解培训，提升居民调解参

与度，进一步落实充电桩选址工

作。

里水司法所的案例只是“一

部门（社区）一课题”项目的小缩

影，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和社区也

正在围绕各自课题挂图作战。

接下来，里水镇将严格按照计

划，推动落实项目，争取在今年

12月拿出成效、总结出经验，以

“小切口”撬动社区治理“大命

题”，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邓施恩

通讯员罗方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志健

通讯员/孔衍棋摄影报道）4月27

日，里水镇金旗峰社区保利·紫园

小区挂牌里水首个佛山市节水型

居民小区，不仅有效提升了居民

节水意识，还将节水落到实处，营

造了全民节约用水的良好氛围。

走进该小区居民李小姐家

中，洗手间里放着的一桶水格外

引人注目，李小姐介绍，这是洗菜

后剩下的生活污水，留着来冲厕

所，既节水，又省钱。

“冲澡时长每短一分钟，可

节省12升水，使用节水型花洒，

在提升淋浴感受的同时，还能起

到节水效果，淋浴时可以用大型

号盆接水，回收的水可再利用

……”对于节水，李小姐如数家

珍。

在小区里，大多居民和李小

姐有着同样的想法。这得益于

里水在此创建节水型居民小区，

居民节水意识大大提高，纷纷加

入到节水行动中来。

保利物业负责人陈自立介

绍，自2020年 8月交付使用以

来，小区内各项配套设施、管理制

度不断完善。小区还成立了节

水型居民小区创建工作小组，定

期召开节水工作会议，认真学习

贯彻各项方针政策。

为推动节水工作深层次发

展，保利·紫园大力开展节水措

施，积极努力创建节水型小区。

首先是从管理制度上完善，结合

实际制定小区节约用水管理制

度、小区报修检漏制度、节约用水

会议制度和节水岗位责任制

度。由专人查表、限时维修、巡回

检查等，为小区节水管理提供了

制度保障。

其次是营造浓厚节水氛

围。在该小区的公告栏、楼道

进口等不同场所，均可看到张

贴着国家节水标志和节水宣

传标语等，向居民宣传节水常

识。

陈自立说，小区通过微信小

程序发起“节水经验分享”活动，

组织居民分享家庭节水小窍门，

得到大家的热烈回应，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在居民中大力倡导

“做文明市民，创节水型小区”的

思想。

除了有意识，工具也很重

要。如今，不少保利·紫园居民家

中安装有节水型器具，包括水龙

头、水嘴、坐便器、淋浴器等，小区

绿化还积极实行节水灌溉，利用

自动喷灌系统大大节约了用水

量和劳动力成本。

里水房管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要求镇内物业小区

积极创建节水型小区，组织节水

知识宣传活动，提高小区居民的

参与度。

珠江时报讯（记者/刘伟鹏通

讯员/李沅颖）近段时间，里水金溪

社区阅海小区居民收到了一个好

消息：小区地下车库月租停车费

从450元/月下调至350元/月，临

停收费也下调至13元封顶。停

车费的下调，帮助居民减少了生

活开支，也为居民的生活提供了

更多便利。这一利好，是金溪社

区探索融和圆桌议事会机制的成

果。

直接高效解决小区问题
阅海小区位于金溪社区，依

傍和顺北部河(金溪河)，舒适的环

境吸引了不少居民前来购楼（房）

入住，现居3栋的林先生正是其中

之一。

今年初，小区物业公布了小

区停车相关收费方案，价格的变

动引起了林先生等多名居民的关

注。“小区月租车位的价格设定，

相对周边小区来说较高。”林先生

说，不少居民感到了“停车难”。

在收费方案公布后，他们尝试与

小区物业就价格情况进行协商，

但收效甚微，继而到社区寻求帮

助。

金溪社区了解到相关情况

后，联系房管所、城治办等多个

主管部门与物业和地产商协

商。“既然大家都有想法，应该坐

下来好好谈。”金溪社区党委委

员黄少坤邀请小区居民、物业、

地产商各方代表，先后开展了4

次座谈协调会，了解大家的相关

诉求，积极寻找纠纷解决的平衡

点和切入点。

“刚开始居民对此表示不理

解，但座谈协调会开展下来，事情

的解决很快就上了‘快车道’。”期

间，黄少坤还组织阅海小区多名

业主代表前往金沙水岸、中恒海

晖花园等小区，调研小区月租车

位的价格设定情况，学习中恒海

晖花园小区共建共治共享的理

念。

“这样的方式挺好的，解决事

情直接高效。”林先生说，经过调

解，小区物业同意修改月租车位

及临停收费方案，月租车位下调

至350元/月，在社区的沟通下，

这部分月租费用还包括了业主水

电、管理等公摊费用，为业主节省

了一笔开支。

推行“三个一”标准
自家事自家理，在金溪楼盘

小区内，“全覆盖式”普及融和圆

桌议事会机制，帮助居民实现共

建共治共享，一直是黄少坤的工

作目标之一。

黄少坤说，金溪辖区内还有

中恒海晖花园、金溪尚筑、园丁

园、金沙水岸等7个小区，社区计

划以融和圆桌议事会机制相对成

熟的中恒海晖花园为经验案例，

陆续在今年内普及该机制，实现

所有小区全覆盖。

“刚完成升级改造的老旧小

区园丁园，融和圆桌议事会工作

在开展中。”黄少坤介绍，金溪尚

筑融和圆桌议事会正在筹备中，

山语湖、金溪蓝湾、海畔花园、金

沙水岸融和圆桌议事代表队伍也

正在组建中。

如何有效推进全覆盖？黄少

坤认为，可结合中恒海晖花园相

关工作模式，推行“三个一”标准，

即一套机制、一条参观路线、一套

讲解PPT或视频，点线结合帮助

各小区建立该机制，打造成可议

事、高效决事、全民参与的“融和

圆桌议事会”范本。

一部门（社区）一课题
破解居民“急难愁盼”

里水推进落实课题项目，争取在年底实现阶段性成果

里水首个市节水型居民小区挂牌
保利·紫园小区居民营造全民节约用水良好氛围

自家事自家理
协商解决“停车难”
金溪社区今年实现“融和圆桌议事”全覆盖

工会篇——

“三期”职工受保护
单方解约有限制

南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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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小区物管向居民派发节水宣传资料。

■里水司法所组织保利紫山小区议事代表召开议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