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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离职玩失踪
被判要不到补偿金
找份工作不易，招一名好员工也不
易，用人单位和员工双方都有一些自身
应当履行的义务。 12月5日，淮阴区法院
审理了这样一起劳动争议案件：市民赵
某声称自己因原单位拖欠其工资辞职，
起诉要求原单位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
补偿金，但最后法院却并未支持赵某的
诉讼请求。 这是怎么回事呢？
赵某自2004年起进入淮阴区某公
司担任营销员， 也算是一名老员工了。
但赵某称， 该公司自2015年1月起便拖
欠了他的工资，也未再为其缴纳社会保
险。 赵某便于2015年6月30日离开该公
司，之后一直再未回去上班。
2016年，赵某因双方的劳动争议起
诉至法院，但之后撤销了诉讼。 2016年
底，赵某向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该委
下达了《不予受理通知书》，赵某遂再次
诉至法院，要求解除自己与被告之间的

劳动关系，判处被告支付其被拖欠的工
资一万元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三万元。
庭审中， 对于拖欠的工资数额，双
方并没有异议。 但该公司代理人表示，
赵某系不辞而别，属于自行离职，未向
单位说明情况。 因此，公司不应支付其
经济补偿金。
法院审理后认为， 赵某自2015年7
月1日起再未到被告处工作， 经查明其
一直到第一次起诉期间，都未向被告履
行通知解除劳动关系及说明解除理由
的义务，在第一次起诉撤诉后，才向被
告寄发《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现赵某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主张经济补偿
金，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对赵某主张经
济补偿金的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 淮海晚报记者 王磊 通讯员 朱静

法官提醒：
劳动者在辞职时， 应履行 通
知义务， 这也关系到劳动者能否
依据该条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经济
补偿金。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
条规定：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
经济补偿金的情形中涉及劳动者
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 只有劳动
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 38 条规定
解除劳动合同这一种情形。
那么劳动者辞职时究竟是因
个人原因自行离职， 还是用人单
位存在《劳动合同法》第 38 条规定
情形， 这就需要劳动者履行对用
人单位的通知义务， 通知内容中
最为重要的一项就是要对离职的
理由作出说明。

想赚钱动了歪心思

前厨师盗卖小吃店旧空调被抓
两

5个圈的“奥迪”
惹市民调侃

次离婚后，两个孩子由自己抚养，因照顾
孩子辞去工作，没了收入来源，他竟打起
了自己曾打工的饭店仓库里堆放的旧空
调的主意。 5日，涉嫌盗窃罪的刘某和涉
嫌收赃的另一名男子被取保候审。

12月6日9:10，刘女士来电：早上出门发现楼
下停了辆崭新的四轮电动车，样子倒也没什么特
别，可车标却让人看了忍俊不禁，乍一看还以为
是奥迪，还在想奥迪什么时候出电动车了,可又觉
得哪不对劲，仔细一看，奥迪是四个圈，这车标竟
然有五个圈，比奥迪还多一个圈。“
这辆车开出去
一定很拉风，能把奥迪给虐哭了。 ”
18605171110 热 线 王 磊 ：5个圈的“奥迪”记者
也没有见过，刘女士住在北京新村，记者来到他
家，在楼下看到停着一辆四轮电动车，其车标和
奥迪确实很像，猛然看上去难辨真假。 刘女士告
诉记者，她也不知道车是谁家的，看起来还是辆
新车，不过周围邻居看到都觉得挺好玩。 记者在
车身上并未找到和该车品牌有关的文字，看来对
于初次见到这辆车的人来说， 这5个圈的车标怎
么念，倒还真成了一个难题。

堆在派出所院子里的部分赃物
昨日上午，淮阴公安分局袁集派出所
民警胡春怀告诉记者，12月1日， 辖区内某
村村民报警称， 他家的仓库租给了市区一
家鸭血粉丝店， 里面放着的该店停业不开
后拆下来的几台大功率空调被盗了。 民警
到场发现，地面上扔着一把已撬开的锁。民
警查看仓库内监控， 发现一胖一瘦两名男
子曾多次一起搬运空调。 粉丝店老板认出
其中较瘦的男子是曾在饭店干活的刘某，
也在仓库干过活。 民警很快将刘某抓获归
案， 刘某对自己多次盗窃仓库空调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
记者在派出所见到了刘某。刘某说，他
32岁，之前有一份厨师的正当工作。 今年4

月份第二次离婚后， 承担起了独自抚养一
个7岁一个4岁两个孩子的责任。 为了照顾
孩子，他辞去了工作，家里没了经济来源，
此后生活窘迫，便想弄点钱贴补家用。“
小
孩上学放学要接送，我没办法上班，当时连
房租费都交不起了。 ”
刘某称，自己曾在这家仓库干活，发现
仓库里堆着不少大功率空调， 但经常无人
看守，便决定找机会偷走卖掉。 8月份的一
天，他第一次翻墙进入仓库后，因为紧张，
没敢下手。 没过多久， 刘某第二次翻墙进
入，从里面将大门打开，又电话联系了一个
拖货人，也就是监控中出现的较胖的男子。
拖货人到场后，刘某向对方谎称，仓库是他

和亲戚合伙经营的，亲戚出去有事，让他把
拆下来的空调处理掉。拖货人信以为真，便
和刘某一起将一台功率为5匹的空调装运
到三轮车上，拖到一家废品收购站变卖。
之后的三个月， 刘某多次联系该拖货
人拖运空调变卖，拖货人都没有起疑心。至
案发， 刘某共将6套功率为5匹或者10匹的
大功率空调偷运出去变卖， 累计获得赃款
14000多元。
“
当时被警察逮到我就后悔干这事了，
现在想好好改过，以后找份安稳的工作，不
再让父母烦心。 ”刘某说。
■淮海晚报记者 李传芝
通讯员 文松

钱丢了,小学生卖纸巾赚回来
“财商”训练让孩子从小就有生意头脑
晚报讯 家住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学城
某小区的五年级女生小媛，上周六和另外9
个小朋友一起接受了一项“财商”训练——
—
每人拿着从父母那里“借”来的十元钱，一
起去超市为各自的爸爸妈妈挑选一件礼
物。 谁都没想到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一起意
外，让孩子们遇到了真正的挑战，也让他们
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成长。
在淮海东路上的一家超市里， 孩子们
正在挑选商品，突然“啊”的一声带着哭腔
的声音传来， 原来负责保管资金的孩子发
现自己不小心弄丢了大家的钱。 带着自责
悔恨的泪眼， 这个孩子可怜巴巴地看着小

伙伴们。 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小伙伴们并没
有责怪他，而是在安慰他后，各自分头去寻
找丢失的钱包。 走道里、货架下，小朋友趴
在地上、踮起脚跟寻了个遍，也没发现钱包
的踪影。 大家垂头丧气地回到领队的家长
那里，准备结束这次“失败”的任务回家。 哪
知道，家长告诉他们一个更“晴天霹雳”的
消息：“钱包没了，回去的路费也就没了，大
家只能徒步走回去”。
听到这个消息的小朋友们像泄了气的
皮球一样瘫倒在地， 领队家长提示大家：
“要想不走回去，可以想想办法，靠劳动和
脑子挣钱，挣了钱就有钱坐车回家了”。

孩子们凑在一起商量了半天， 决定向
领队家长借20元钱， 然后用这20元钱在超
市“进货”——
—购买打折的纸巾，拆分后在
超市楼下的大街上就地出售给过往的路
人。 结果居然很快赚了钱，不仅还清了“进
货”借的钱，留下回程路费后还有富余。
“回来之后我听说我家小悦表现特别
好。 ”女生小悦的妈妈说道：“那个装公款的
钱包是我家小悦借给大家的， 那是她积攒
了好久的零花钱买的。 但是我家女儿不仅
没有埋怨他人， 反而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想主意最多、行动最积极的那一个，真的
很让我们高兴。 ”■淮海晚报记者 潘晓晔

5岁娃赌气出走
热心人助其回家
晚 报 讯 “咦，小朋友，你怎么一个人在这
里？ ”5日一早，洪泽区洪泽湖大道与北海路交会
处的公交站台和绿化带之间，一个小男孩独自蹲
在地上，被洪泽区城管局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
王戎发现。 在王戎的帮助下，小男孩在走失近3个
小时后，终于和家人团聚。
“当时我正在路上巡查，巡查至洪泽湖大道
与北海路交会处的公交站台旁， 看到一个小男
孩，四五岁的样子，独自一人蹲在绿化带旁。 ”王
戎告诉记者，小男孩浑身瑟瑟发抖，看上去很冷，
于是自己赶忙将制服脱下来给小男孩披上。
“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 你爸爸妈妈呢？ 他
们叫什么名字？ 你住在哪里？ ”由于小男孩周围没
有大人，王戎觉得事出蹊跷，便询问了起来。“但
他太小了，也可能是一个人有点害怕，也不回答
我的问题。 ”无奈之下，王戎将小男孩带上巡查
车，通过车载大喇叭，沿着洪泽湖大道沿线喊话：
“
谁家小孩走丢了？ 有谁认识这小孩？ ”喊了一圈
无果后，王戎拨打了报警电话，请求110出警帮助
调查。
“这孩子我认识，全家人正急着找呢。 ”就在
王戎拨打报警电话十分钟后，小男孩即将被带上
警车的时候，远处跑来一名男子大喊。 原来，这名
男子是男孩的亲属，男孩的家人正发动亲属四处
寻找男孩。“他今年五岁， 今天早上和他妈妈哭
闹，他妈没有满足他，就不开心了，趁大人不注意
独自跑出门外，现在一家人都急疯了。 ”该男子说
道。 最终，在城管和民警的帮助下，这个走失了近
3个小时的男孩回到了商贸城附近的家中。
■ 淮海晚报记者 杨春阳 通讯员 燕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