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属目前正在办理工伤认定手续
□本报记者 赵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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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安排上车卸煤
突发疾病死在岗位

无论是货场的同事， 还是货
场周边的居民， 大家都知道老乔
是货场的老职工。 原因是他不仅
年龄比别人大， 在货场工作的时
间也比别人长。

2009年7月来到货场工作后，
老乔从没离开过。 在这里， 他当
过货场杂工， 打扫过卫生， 还做
过一段时间门卫和装卸工 。 可
是， 直到2016年货场也没有与他
签订过劳动合同。

在同事眼里， 老乔就是一块
万能胶， 货场安排他到哪里， 他
就粘到哪里。 既不挑轻重也不太
计较工资高低， 只要每月能够按
时领钱就行。 因此， 货场有什么
零活小活， 都让老乔去干。

2016年5月30日 ， 货场来了
一辆装满煤炭的运输车。 按照货
场安排， 老乔放下手中的活就登
上这辆大货车卸煤炭。

大约干了半个多小时， 老乔
突然感觉头晕眼黑。 不一会儿，
便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更令人想
不到的是， 就这么一场病， 还没
来得及去医院抢救， 老乔就死在
了工作岗位， 即卸煤车上。

工作七年没签合同
货场否认有此员工

《工伤保险条例》 第15条第

一项规定， 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
作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视
同工伤。 据此， 老乔的亲属得知
其死在工作岗位上后， 要求货场
按照法律规定予以补偿。

货场的答复是， 货场没有与
老乔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 ， 所
以， 老乔就不是货场的员工。 既
然老乔不是货场的员工， 就谈不
上由货场为老乔申请工伤认定并
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

“货场与老乔签不签订劳动
合同， 主动权在单位手里。 对于
老乔来说， 签订劳动合同对其本
人有利， 故其不可能不签。 由于
双方至老乔病故都没有签订劳动
合同 ， 故单位应当承担法律责
任， 单位更不能以此为由否认双
方存在劳动关系， 否认老乔是其
员工。” 老乔亲属认为， 货场不
与老乔签订劳动合同的主要原因
是不想缴纳社会保险费用。

“《工伤保险条例》 第62条
规定， 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
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
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 由该用
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
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
老乔亲属说， 既然货场没为老乔
缴纳社会保险， 那么， 货场就应
比照该规定向老乔支付相应的工
伤保险待遇。

在货场坚持不认可老乔是其
员工， 且拒不认可老乔属于工伤
的情况下， 老乔的亲属向房山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
认定。 该局要求提供劳动合同等
能够直接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据，
老乔的亲属拿不出这样的证据。
于是， 该局向老乔亲属发出补正
通知书， 要求先行确认老乔与货
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言称临时工非员工
仲裁否决货场主张

听说确认劳动关系还要打官
司， 老乔亲属心里没了底。 经朋
友介绍， 他们来到北京致诚农民
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求助。 受
中心指派， 张志友律师为他们提
供免费法律援助。

张律师了解情况后， 指导老
乔亲属向房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
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请求确认老
乔与货场自2009年7月至2016年5
月30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由于老乔是在卸货过程中突
发疾病死亡， 而且死在工作岗位
上 ， 并有同事 、 医院急救等证
明， 所以， 货场没有否认老乔在
货场工作的事实。

在仲裁庭审中， 货场的代理
律师提出， 老乔是2009年开始到
货场工作的， 但是， 这些年来他
一直没有与货场形成稳定的劳动
关系。 双方之间的互动状态是：
货场有活的时候， 老乔就过来帮
忙。 没有活的时候， 老乔就不用
来上班。 老乔的工资是按天计算
的， 干一天活给一天的工资。 因

此， 老乔就是货场的临时工。 而
临时工与货场之间是不属于劳动
关系的。

针对货场的答辩， 张律师提
出三点辩护意见：

第一， 通过货场律师的答辩
意见， 可以确认老乔自2009年开
始在货场工作这一事实。

第二，老乔至去世当天，也没
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其当天所
从事的工作， 属于货场经营的业
务范围。其平时，也要接受货场的
管理和指派。在工资发放上，货场
是按月向老乔发放工资的。综上，
双方符合 《关于确认劳动关系有
关事项的通知》 第一条所规定的
确认劳动关系三要素。

第三， 货场主张临时工不是
员工， 这是完全违背法律政策规
定的。 原劳动部办公厅 《对 〈关
于临时工等问题的请示 〉 的复
函》 (劳办发 [1996] 238号 ) 明
确指出， 《劳动法 》 实施以后，
所有用人单位与职工全面实行劳
动合同制度， 各类职工在用人单
位享有的权利是平等的。 因此，
过去意义上相对于正式职工而言
的临时工名称已经不复存在。

根据以上情况 ， 张律师认
为， 老乔和货场之间已经形成了
劳动关系， 货场以老乔为 “临时
工” 进而否认其与老乔之间的劳
动关系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不能
成立！

仲裁委审理认为， 货场的主
张是错误的， 是严重违反法律规

定的 ， 因此 ， 裁决确认老乔自
2009年7月1日至2016年5月30日
与货场存在劳动关系。

无理也要搅三分
货场两审全败诉

仲裁裁决确认老乔与货场的
劳动关系后， 货场对裁决不服，
向房山区法院提起诉讼。 不过，
在诉讼过程中， 货场并没有提供
支持其主张的新证据， 只是老调
重弹， 认为老乔是临时工， 没有
与货场形成稳定的劳动关系。

张律师和老乔亲属也坚持仲
裁时意见。 法院审理认为， 双方
均认可老乔自2009年至2016年期
间工作的事实， 老乔的工资也由
货场按月发放， 据此， 可以证实
货场与老乔之间连续用工的事
实。 而货场主张老乔为临时工，
临时工与货场不能形成劳动关
系， 这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最终， 法院做出了与仲裁内容完
全一样的判决， 确认货场与老乔
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判决后， 货场对一审判
决仍不服， 仍以临时工不能形成
劳动关系为由， 上诉至北京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法院审理
认为，一审判决正确，并作出终审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手持
二审法院这份生效的判决书，老
乔亲属向房山区人力资源与社会
保障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目
前，各项工作正在顺利进行。

以“临时工”否认劳动关系 货场败诉

编辑同志：
两个月前， 我在值夜班期间

从监控录像中发现异常后， 一面
立即赶到事发地点， 一面拨打领
导电话 ， 并听从领导指示报了
警。 可是， 盗贼虽惊慌而逃， 但
仍从财务室盗走3万余元现金。

近日， 公司以其规章制度及
我的劳动合同中均明确规定， 如
果员工玩忽职守， 公司有权单方
解除劳动合同为依据， 以我没有
在 盗 贼 刚 进 入 公 司 的 第 一 时
间 及 时发现为由 ， 认定我构成
玩忽职守。 随后， 公司还在没有
任何证据证明、 公安部门也不能
说明我玩忽职守的情况下， 强行
将我解聘。

请问： 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
应否向我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赔偿金？

读者： 马江春

马江春读者：
公司应当向你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
一方面， 公司的行为属于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九十
条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
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
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应
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但法律另
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
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
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
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
的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 第二条指
出：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
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
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
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
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
张的， 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
承担不利后果。”

基于上述规定， 公司虽然被
盗属实， 但其没有证据证明、 公
安部门也不能说明你具有玩忽职
守的行为， 因此， 虽然公司规章
制度规定其有权解聘玩忽职守的
员工， 你的劳动合同中也约定有
相应内容， 但其不能解除你的劳
动合同。 现在， 公司既然这样做
了 ， 那就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

果。 更何况你在发现异常后已经
履行自己的职责： 立即赶到事发
地点、 向领导报告、 报警。

另一方面， 公司必须向你作
出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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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七条
指出：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
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
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
偿金。”

由于公司已经作出非法将你
解聘的决定， 因此， 其必须按照
你在公司的工作年限， 每满一年
支付两个月工资的标准向你支付
赔偿金 ， 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
的 ， 按两个月计付 ;不满六个月
的， 按一个月计付。

（颜东岳）

为切实提高法律援助工
作社会知晓率， 进一步延伸
法律援助服务触角， 有效维
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回龙
观法律援助工作站联合回龙
观社保所 、 妇联以及回龙
观工会在回龙观国家知识
产 权 局 施 工 工 地 开 展 了
“情系农民工 送法进工地”
主题法治宣传活动。

在活动现场， 工作人员
向农民工发放了 《疏解整治
促提升法治昌平助发展 》、
《回龙观常用 法 律 知 识 问
答 》 、 《法律援助条例 》 、
《昌平普法沙画光盘》 等宣
传资料300余份 ， 详细讲解
了工伤保险相关知识， 介绍
了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 范
围、 需提交的证明材料及受
理程序等内容。 工作人员耐
心解答了用工单位及农民工
提出的涉及家庭婚姻、 房屋
租赁 、 民间借贷 、 劳动合

同、 工伤补偿等方面的法律
咨询30余人次， 积极引导用
工单位和工人学法懂法用法
尊法， 增强法律意识， 运用
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活动。

此次宣传活动提高了用
工单位和农民工的法律素
质， 增强了法律意识， 受到
了用工单位和农民工的一致
好评。

昌平区司法局

单位被盗丢失现金3万 保安无错被辞应予赔偿 昌平区回龙观法律援助工作站
开展送法进工地宣传活动

工作七年未签合同 病死岗位被否认员工

自1995年1月1日起 《劳动法》 施行后， 用于区分员工身份的一对概念， 即临时工与正式工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 对于这一点， 原劳动部办公
厅 《对 〈关于临时工的问题的请示〉 的复函》 也予以明确： 不再保留 “临时工” 这一提法， 所有用人单位与职工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 各类职
工在用人单位享有的权利是平等的。

然而， 事隔20余年之后， 老乔所在的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货场仍以其是临时工身份为由否认其劳动关系， 在其突发病症死于工作岗位之后拒
绝为其认定工伤。 记者7月7日获悉， 法院已终审确认老乔与货场存在劳动关系， 老乔的亲属正在为其办理工伤认定手续， 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