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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徐女士：我在企业上班，
前段时间因身体原因，请了一段时
间的病假。我想咨询，在我休病假
期间，用人单位是否应该给我发工
资？如果要发的话，这期间的工资
应该如何计算？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
动者患病或非因工受伤停止劳动，
且在国家规定医疗期内的，用人单
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病假工资。按
照规定，病假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
低工资标准的80%。（马溪遥 整理）

病假工资如何计发？

资资讯讯
速速 递递

◇ 民生快语

本报讯（记者史思涵）日前，市
民钱女士致电《宜兴日报》“民生热
线”称，因连续下雨、水位上涨，东
氿湿地公园浅滩部分被淹，不少市
民在被淹区域戏水，公园成了“水
上乐园”，易发生意外情况。

钱女士表示，她住在东氿湿地
公园对面的小区，经常前去散步。
由于连日来的暴雨，东氿水位上
涨，公园内临水处原本的圆形广场
被淹，仅露出几根屹立的柱子。“前
几天还能看到广场底部，最近水又
深了一点，已经看不到底了。”钱女
士说，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在水中嬉
戏，她曾看到公园管理人员对此进
行过劝阻，但很少有人理会。7月8
日傍晚，宜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来

到东氿湿地公园，发现的确有不少
市民在被淹的圆形广场上嬉戏，大
部分为低龄孩童，他们带着水枪、
渔网、矿泉水瓶等装备玩得不亦乐
乎。

据市住建部门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受汛期影响，城区团氿公园、
东氿湿地公园等浅滩区域被淹没，
吸引了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前往戏
水。为了保障市民安全，该部门已
组织专业人员对被淹区域进行围
挡，标注出深水区域，避免市民误
入。此外，该工作人员还表示，靠
水区域可能会发生打滑，仅靠目测
无法估算水深，存有安全隐患，希
望市民能珍视生命，尽量远离水
域，更不要让孩子下水嬉戏。

本报讯（记 者何洁蕾）近
期，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增设了
114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用于
城区和宜南山区道路交通秩序
管理，对多项交通违法行为进
行抓拍，确保道路交通安全。
这些设备将于7月 13日起正式
启用。

据市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增设的交通技术监控设
备，主要将实时抓拍机动车违反

禁令标志指示、逆向行驶、不按
规定车道行驶、随意变道等交通
违法行为。其中，城区增设21个
抓拍点位，包括G104-俊知路路
口东侧、G104-绿园路路口东
侧、G104-东河路路口东侧、
G104-岳南路路口东侧、S342-
恒通路路口东侧等；宜南山区增
设23个抓拍点位，包括X311川
善线 21KM+300M处、X311 丁
西路 12KM+900M 处、善卷东

路-善龙路路口东侧、善卷东路-
善龙路路口南侧、丁张公路-
S342路口向南60米等。

此外，还更新了城区东氿大
道-宜浦路、枫隐路-阳泉东路等
70个路口的电子警察点位，在原
有抓拍违反交通信号灯违法行为
的基础上，增加实时抓拍机动车
违反禁令标志指示、逆向行驶、不
按规定车道行驶、随意变道等交
通违法行为功能。

我市增设114处交通监控设备
7月13日起正式启用

东氿湿地公园成了“水上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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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宁杭高铁宜兴站联合南京铁路公安
处宜兴站派出所，邀请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为
民警、安检员等一线员工，开展“普及急救知识，
关爱旅客健康”主题活动。活动中，通过急救知
识的讲解与实操，让员工们掌握了心肺复苏、AED
使用以及气道梗阻施救等应急救护的知识和技
能，进一步提高了他们处理突发事件的水平。

图为高铁宜兴站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气道梗
阻施救训练。 （记者 蒋 瑜 摄）

查看 114 处交通监控设
备请扫码——

近日，笔者和朋友一起在乡野
散步时，发现一农舍旁的一簇月季
花枝干上，挂着一张告示牌，上面
写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友情提
示游客别为独享而随意采摘，要让
花朵供众人观赏。

笔者深感这一做法别有创意，
当有人想伸手去摘花时，看到这一
温馨提醒后，一定会感觉不好意
思，将伸出的手缩回来。事实上，
在现实生活中，乡土公园、路旁的
一些花木，由于一些人随意采摘带
回家独自观赏，使得原本盛开的鲜

花变得七零八落，大扫了“爱花族”
的雅兴。有人可能认为，摘朵花带
回家独自观赏并非什么大事，对
此，笔者却不敢苟同。因为随意采
摘花朵，不仅是对种花人劳动成果
的不尊重，更是文明素质不高、缺
乏公众意识的表现。不论是私人
自己家边种的花，还是公共场所的
花卉，都是供众人观赏的，不能因
一己之私而随意采摘。

当你想伸手去摘盛开的花朵时，
请记住独享不如众享的友情提醒，让
更多人享受花朵的芬芳吧！（卢俭幸）

独享不如众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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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纪念日。当
天，市检察院开展专题党课暨警示教育活动。该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徐国胜结合当前国内发展形势和宜兴检察工作现
状，从强化政治意识、心怀工作大局、勇于担当作为、严守纪
律规矩4个方面作了专题辅导，提醒全体党员用实际行动为
党分忧、为国添彩、为民司法。专题党课后，全体党员集中
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打铁还需自身硬》。图为活动现场。

（通讯员 倪 检 摄）

九九如一，为党庆生

近日，市检察院开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
法集资的宣传活动。张贴宣传标语、播放宣传视频、发放宣
传资料、现场咨询答疑……在城区蛟桥河步行街，该院检察
官通过多种形式，向市民生动直观地普及了非法集资的概
念、危害以及识别、防范的方法等知识，增强了群众的风险
防范意识，从而在源头上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活动。图为宣
传现场。 （通讯员 倪 检 摄）

守住钱袋子，
护好幸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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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孙 铱 通
讯员倪 检）近日，市检察院联
合市应急管理局召集10余家涉
案企业召开联席会议，会上集
中送达6份检察建议书，就企业
落实安全生产问题进行沟通协
商，帮助解决难题。今年，市检
察院坚持党委中心工作推进到
哪里，服务保障的触角就延伸
到哪里，扎实推进《宜兴市优化
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0》，依法
全面履行检察职能，积极创新
机制方法，为打造我市全新的

“宜兴业”营商环境品牌，不断
提升检察环节的服务品质，助
力民企乘风破浪，营造更优质
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企业负责人、营销、技术
等主管是企业发展的主心骨，
一旦因刑事犯罪被起诉判刑，
企业将丧失市场竞争机会。”市
检察院相关部门负责人称。今
年以来，市检察院在办案中注
重打击与保护并重，制定出台
了《办理涉民营企业重大刑事
案件影响评估实施意见》。对
于依法应捕应诉的重大涉企案
件，检察官在依法稳妥办案的
同时，积极主动做好影响评估
工作，与地方党委政府、相关部
门及企业沟通联系，共同将可

能出现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为此，对于涉案民营企业高管，
该院严格落实少捕慎诉的刑事
司法政策：可捕可不捕的不捕；
可诉可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
刑的，依法提出缓刑建议；已逮
捕的，及时进行羁押必要性审
查。去年，某民营企业主要负
责人因涉罪被羁押，在其被关
押期间，企业的生产经营出现
重大变化，影响其员工工资的
正常发放，也面临着可能倒闭
的风险。综合考虑案情，市检
察院决定对其启动羁押必要性
审查，并及时将强制措施变更
为取保候审，使其重回企业处
理事务，保障了企业的生产经
营秩序。据了解，至今年6月，
市检察院已对21名涉案企业高
管作出不捕不诉决定，对7名关
键岗位人员提出缓刑量刑建
议、变更强制措施。

以谦抑审慎的司法理念，
依法稳妥拓展不起诉裁量权，
传递司法暖意。今年，市检察
院积极探索暂缓起诉协议制
度，对符合条件的涉企轻罪案
件暂缓作出起诉决定，给予企
业一定期限的考察期，督促企
业建立并落实具体有效的合规
治理计划，引导企业以合法合

规经营换取宽大处理。
在经营过程中，民营企业

遇到了涉法涉诉问题，能否得
到及时高效的回应和解决，这
是反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一项
重要指标。今年受疫情影响，
民营企业如临“大考”。为此，
市检察院在全省率先探索建立
信访快速处理机制，开辟民营
企业信访“快车道”，“一站式”
办理涉企诉求。在办理某企业
负责人申诉案中，针对其提出
的关于财产强制措施的申诉诉
求，市检察院当日受理，并立即
会同侦查机关进行协商评估，
对前期因办案需要查封的房产
依法予以解封，保障其顺利开
展融资担保。这张3日内完成
的漂亮答卷，收获了相关企业
一致好评，相关做法也获省检
察院推广。

“现在公司的生产销售和
经营状况如何？”今年 3月，检
察官在案后走访了某口罩诈
骗案中的受害企业，面对面了
解该公司复工复产的情况，并
送达了《企业复工复产法律知
识问答》手册，帮助企业在复
工复产中避免各类法律风险，
切实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今
年，为更大限度地服务民营企

业，完善法律服务机制，提升
企业自主防范风险的能力，市
检察院制定了专题调研方案，
由院领导带头深入全市 40 余
家环保企业开展调研。优化
法治化营商环境，市检察院一
直在行动，问卷调查、上门回
访、召开座谈会……市检察院
坚持一案一回访，以多种形式
不定期对涉案民营企业进行
回访，了解案件办理效果，认
真听取企业的意见建议。定
期对涉民营企业案件进行分
析研判，认真梳理影响民营企
业健康发展的普遍性、苗头性
问题和风险，及时制发检察建
议书，帮助民营企业提高预防
犯罪和规避风险的能力。撰
写企业生产安全风险等研判
报告，供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
门决策参考。此外，精准聚焦
法律需求，发起成立由公检法
干警及律师参与的服务民营
企业法律联盟，帮助提高民营
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家人
身权财产权保护等意识与能
力。今年以来，市检察院已组
织开展各类法律宣讲11场，发
放《企业复工复产法律知识问
答》手册至 500 余家企业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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