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园长：园方拖欠我们近 万元工资；海口圣一 稚慧谷：对方拒领工资，并坚持走法律途径

幼儿园 名教职工工资被拖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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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
海口市民杨女士向本报记者反映，
她原
是海口龙华区圣一·稚慧谷幼儿园的园长，在幼儿园工作
已有 2 年。但去年 10 月份起，
幼儿园以
“公司账户年检”
等
为由，拖欠包括她在内的 8 名教职工 3 个月工资近 8 万元，
并停缴社保。杨女士等人多次向幼儿园负责人蔡女士讨
要工资无果后，于 2018 年 12 月底与幼儿园解除劳动合
同。目前，她们仍未拿到被拖欠的工资，已向龙华区劳动
监察大队申请劳动仲裁，
并上诉到区法院。 记者 林文星

“幼儿园欠我们 3 个月工资”
据杨女士介绍，圣一·稚慧谷幼儿园原有教职工 20 余
人。她于 2017 年 1 月与幼儿园签订劳动合同，并担任园长
一职。此次被拖欠工资的除了杨女士外，还有幼儿园的多
位老师及负责孩子餐食的营养师。
“按照合同，幼儿园每月 10 日发放上个月的工资，并缴
纳社保。但去年 11 月 12 日，幼儿园的财务在微信群内发通
知称，
‘ 因幼儿园公司账户年检，10 月份工资推迟几天发
放。’”杨女士表示，她没想到此后大家的工资一直被拖欠。
“去年 12 月 3 日，幼儿园财务再次发通知称‘10 月、11 月的
工资会一起发放’。但直到去年 12 月 16 日，我们仍未领到
工资。”杨女士称，她每个月工资 1 万元左右，其他教职工每
个月工资只有两到三千元。
“ 除了我，其他数名教职工工资
并不高，而且她们大多数都是从其他乡镇来海口工作的，经
济状况一般，
不发工资对她们生活影响很大。
”
此外，杨女士等人的社保于去年 9 月份停止缴纳。
“去年
11 月底时，我和蔡女士说过社保被停缴一事，她也答应之后
会继续给我们缴纳社保。但直到我们离职后，幼儿园才给
我们补交社保。”杨女士告诉记者，由于停缴社保，幼儿园一
名老师在生育期间无法报销住院费用和领取生育津贴。
“我
多次和蔡女士沟通，并讨要工资，但都没有结果，还因此发
生了不少矛盾。”去年 12 月 25 日，杨女士等人正式向蔡女士
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其支付 10 月至 12 月的工资（合
计 79820 元）、年终奖、补偿金以及一名老师的住院费和生育
津贴，
共计 15.9 万元。
杨女士介绍，他们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后的，仍正常工作
等待蔡女士的回复。去年 12 月 28 日，幼儿园突然换了新保
安，并拒绝她们 8 人入园上班，随后更换了她们宿舍的门锁，
导致她们工作还未交接，个人物品没有拿走的情况下，被迫
离开幼儿园。
记者采访了解到，2018 年 5 月份，幼儿园将园区 51%的
股份以融资形式出售给上海某文化传播公司。此后该公司
培训了数名老师，并制定了新的薪资体系。2018 年 7 月份，
杨女士作为园长前往上海接受培训，
并重新签订劳动合同。
工资被拖欠后，幼儿园负责人蔡女士称杨女士私下与
上海公司签订合同，违反了幼儿园规定。
“ 我实在无法接受
幼儿园负责人的说法，因为我是原合同到期后进行续签，盖
的仍是幼儿园的公章，蔡女士也知道的。”杨女士告诉记者，
新的劳动合同虽然是她与上海公司签订的，但这件事她在
微信上和蔡女士沟通过，至今仍有聊天记录。
“ 去年 8 月份
起，我和其他教职工的工资都是按照新的薪资体系发放的，
完全可以说明幼儿园知道这件事。”
杨女士表示，她们离开幼儿园后，仍继续找蔡女士讨要
工资。但今年 1 月 3 日，她在一个 200 多人的全省幼儿园园
长 QQ 群里，看见了一段话。
“那个人指名道姓，要其他幼儿
园招聘时特别注意我们 8 个人，还说我师德差，不懂管理，煽
动老师辞职。我们离职时，没跟家长说一句幼儿园的不是，
现在怎么能恶意诋毁我们呢？”
杨女士气愤地说。

幼儿园：对方拒领工资，并坚
持走法律途径
据了解，目前杨女士等 8 人已向龙华区劳动监察大队申
请了劳动仲裁，并上诉到区法院。近日，记者采访了海口龙
华区圣一·稚慧谷幼儿园有关负责人蔡女士。蔡女士表示，
此事目前已进入到诉讼阶段，并通过另一名股东及律师向
记者说明了情况。
据股东杨先生介绍，去年 10 月、11 月，幼儿园确有未及
时发放工资的情况。
“ 我们出售股份给上海的公司后，对方
一直未给我们打款，导致幼儿园资金紧张。”杨先生表示，幼
儿园曾与杨女士等人说明了延迟发放工资的情况，并取得
了他们的同意。今年 1 月份，幼儿园资金周转已恢复正常，
但杨女士等人坚持辞职，
“12 月底时，我们已经通知她们来
幼儿园领工资，但她们拒绝了，坚持要走法律途径。”杨先生
称，幼儿园会补发杨女士等人的工资，但他们无法答应杨女
士等人索要的数万元赔偿金。
对于园长群内出现的对杨女士等人不利的言论，
杨先生
表示，
发布言论者曾是幼儿园的员工，
“但那位员工早就离职
了。可能是他听说杨女士等人的事情后，为幼儿园打抱不
平。
”
杨先生称，
该言论有些不当，
但原园长杨女士确有管理不
善的问题，
“之前幼儿园曾发生过孩子受伤事件，
她（杨女士）
没有通知家长就自己处理了，给幼儿园造成一定的麻烦，且
还有杨女士私下与上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问题。
”
杨先生称，以上事件幼儿园均掌握有相关证据，但目前
无法提供给记者。
“ 等到诉讼开庭的时候，我们会提交相关
证据。”杨先生表示，目前幼儿园更换新园长后，教学等一切
正常。
“ 与杨女士等人的纠纷，后续我们会按照仲裁结果和
法院判决来处理。
”

停放在消防通道上的电动车

“有人在消防通道上停车”
海口滨江华庭小区多位住户反映小区乱停车现象严
重；辖区消防部门已介入调查，
并要求物业整改
□记者 苏钟 文/图
本报讯“那些车在小区内随意停放，堵
塞了消防通道，发生火灾怎么办？”连日来，
海口市琼山区滨江华庭小区多位住户向本
报记者反映，每天有不少小轿车、电动车随
意停放在小区内，堵塞消防通道，存在安全
隐患，希望有关部门能及时处理。记者昨日
了解到，目前辖区消防部门已介入调查，并
要求小区物业进行整改。
据滨江华庭小区部分住户反映，小区
内，车辆乱停现象严重。
“ 尤其是每天下午，
小区左侧的消防通道上会停很多小轿车和
电动车，一旦小区发生火灾，消防车都进不
来。”将车停放在小区消防通道上的住户说，
“我知道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但小区停车位
有限，
我这也是迫不得已。
”
业主陈先生介绍，小区内没有明确的标
识，很多人都不知道哪里是消防通道，也不
知道消防通道能不能停车。
“ 小区里有很多
条消防通道，如果发生火灾，也不至于会影
响消防车出入。”业主张女士表示，小区内小
轿车越来越多，但停车位有限，导致车辆占

用公共场地或消防通道现场普遍。
“ 因此小
区物业要引导、制定规范解决小区停车问
题，杜绝乱停乱放现象。同时，物业也要加
大宣传力度，让业主认识到堵塞消防通道会
带来哪些危险。
”
记者昨日了解到，针对住户反映的问
题，辖区琼山区消防大队队员已到小区进行
调查，当场要求小区物业进行整改，要求小
区物业在消防通道大门上贴“消防通道 禁
止停车”标识，并疏通原本堵在消防通道上
的小轿车、电动车，增设消防器材。随后，按
照消防部门要求，
小区物业进行对照整改。
物业工作人员表示，小区现有车位 400
多个，汽车 300 多辆。
“ 小区停车位是充足
的，但部分业主为了停车方便，将车辆随意
停放。”而对于小区电动车的停车位问题，目
前物业正在向城管部门申请建设电动车停
车棚，
解决小区业主电动车车位不足问题。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键还是要提
高业主们的自觉性。只要大家都自觉了，才
能保证消防通道的通畅。”昨日，小区业主黄
先生呼吁，希望小区住户们都能够认识到消
防通道的重要性，
规范停车。

《孕妇上车两分钟产子 司机连闯两红灯送医》追踪 （详见本报 1 月 8 日 5 版）

三亚交警：
撤销交通违法记录
□记者 畅凯 通讯员 张海哲

▲本报此前报道

本报讯 1 月 11 日上午 10 时许，三亚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收到滴滴司机袁先生送来
的印有“人性执法 三亚交警与爱同行”字样的
锦旗和一封感谢信，对交警支队暖心服务型执
法表示感谢。
据悉，1 月 5 日上午，一名孕妇因待产乘坐
滴滴车辆前往医院，途中孕妇情况紧急，滴滴
司机袁先生在确保安全情况下，连闯两个红灯
将产妇送往医院，产妇及时得到救治，确保了
母子平安。
由于当时事态紧急，袁先生未拨打电话求
助交警指挥中心，也未向路面执勤交警路管员
求助或拨打 110 电话报警求助。事后，袁先生
向交警指挥中心反映该情况，申请撤销相关交
通违法记录。交警指挥中心通过调取监控，核
查当事驾驶人相关材料后，已撤销袁先生的交
通违法记录。
11 日上午，袁先生及其车队代表将锦旗
与感谢信送至交警支队，感谢警方人性化执
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