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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香阑

农民工申请法援， 工会
律师发现蹊跷

“我是北京市远郊区县的农
民。 2014年6月，包工头赵富才到
我们村招工，我和其他9个人于同
年7月1日正式跟着他干活， 每月
由他给我们发工资 ， 一直干到
2016年8月31日。 ”2017年3月的一
天下午， 在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
务中心， 农民工张胜强正在向工
会律师胡芳介绍自己的情况。

“我干了两年多养护工， 单
位既没跟我签订劳动合同， 也没
给我缴纳社保， 尽管我是农村户
籍， 但也有权享受这些权益， 您
说是不是？” 胡芳答道： “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就
应当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并缴纳社会保险， 这与劳动者是
否为农村户籍没有关系。”

张胜强理直气壮地说： “就
是嘛！ 所以我在2016年8月31日
以单位未缴社保、 未支付加班工
资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 为了
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我申请劳动
仲裁， 要求单位支付延时、 双休
日和法定节假日的加班费， 及养
老保险损失、 解除劳动合同经济
补偿金等共计47550.8元。”

胡芳问他： “你们单位是做
什么的？ 为什么工资不是由你告
的息靼集团直接发放？”

张胜强答道：“息靼集团是一
家大型工程企业， 我在景摆园养
护公司干活儿， 这家公司承包了
息靼集团一部分绿化养护项目。 ”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应该
告景摆园养护公司啊？” 胡芳疑
惑地看着对方。

张胜强也看胡芳， 但在眼神
对视的瞬间马上避开了。 他沉默
了一会儿说道 ： “告了 ， 都输
了， 所以这次才把息靼集团作为
被申请人。”

胡芳追问： “打到几审？ 我
看看判决书。” “从仲裁到二审
全都败诉， 没带判决书。”

“哪天有空再来一趟， 把仲
裁裁决书和一审、 二审的判决书
拿来我看看 ， 我得全面了解情
况 。 你现在有什么证据材料 ？”
没等胡芳说完， 张胜强便从包里
拿出几页纸递给她。

胡芳接过来一看， 纸上分别
写着： 证据一， 张胜强身穿印有
息靼集团字样的工作服、 头戴有
息靼集团标志安全帽的工作照
片， 证明目的： 张胜强与息靼集
团存在劳动关系； 证据二， 印有
息靼集团名称的考勤表中有张胜
强的名字， 证明目的： 张胜强与
息靼集团存在劳动关系 ； 证据
三， 5个视频， 分别显示张胜强
身穿工作服时下班时间为19时，

证明目的： 张胜强与息靼集团存
在劳动关系且延时加班……

共有7项证据， 既有证据材
料清单、 目录， 还有每项证据的
内容及证明目的 ， 虽然字迹潦
草 ， 但如此排列有序 、 条理分
明， 而且主张的延时、 双休日与
法定节假日的加班费分别计算 ，
数额有整有零， 这让做了多年公
益律师、 代理过不少劳动争议案
件的胡芳有些吃惊。

胡芳抬头看着张胜强， 心想
很少有劳动者能做到这么专业，
面前这位年近50岁、 自称没什么
文化的农民工， 其案件事实真的
如他所说吗？

没有胜诉希望， 农民工
表示一直告下去

过了两周， 张胜强送来了他
与景摆园养护公司劳动争议案件
的仲裁裁决书和一审、 二审判决
书。 胡芳一看就发现一审时为张
胜强代理案件的是自己的同事杨
雪峰， 这说明该劳动者因同一劳
动争议曾接受过工会法律援助。
可张胜强为什么没讲呢？

胡芳向杨雪峰了解情况， 对
方告诉她： “这个案件一审时确
实是我代理的， 当时张胜强找到
法服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因他符
合受援条件， 中心便指派我来代
理。 了解案情时， 他只讲对自己
有利的东西， 但在法院庭审时发
现， 事实与他讲的内容有很大出
入。 败诉后他要上诉， 我劝他别
再打了， 赢不了。 他不听， 还特
意花钱请了律师， 结果二审还是
输了。”

通过三次诉讼认定的内容和
同事的介绍， 胡芳了解到： 息靼
集团把绿化养护项目发包给景摆
园养护公司， 而景摆园养护公司
又把其中一部分工作分包给赵富
才。 赵富才是个包工头， 没有注
册公司， 每次接到活儿后再找人
来干。 2014年6月承包养护项目
后， 他就到离工作地点近的张胜
强所在的村里招工， 并带着他们
干活。 景摆园养护公司定期跟他
结账， 他再按月给张胜强等工人
发工资。

在法院庭审过程中， 景摆园
养护公司曾提交其与赵富才签订
的《养护工程承包合同》，以此来
证明张胜强从事的工作是公司转
包给赵富才的， 且张胜强从被聘
用到日常工作都受赵富才管理，
这些已得到法院认定。对此，张胜
强认为：“赵富才是个人， 没有承
包资质， 景摆园养护公司把项目
包给他是违法的。 而我是一个农
民，法官有意偏袒他们。 ”

胡芳说：“法院根据事实来判
案， 劳动者的诉求能否得到法律

支持， 要看其主张是否为合法权
益、是否有充足证据加以佐证。 ”

虽然张胜强默默听着一声不
吭， 但心里不服气。

胡芳接着说： “景摆园养护
公司与赵富才是承包关系， 你是
赵富才招来的， 每天跟着他干活
儿， 由他给你发放工资， 受他管
理。 你无法证明赵富才是景摆园
养护公司的工作人员， 因此， 你
与景摆园养护公司不存在劳动关
系， 所以三场官司都输了。 你这
次告的是息靼集团， 他们把工程
包给景摆园养护公司， 双方肯定
也有承包合同， 你跟景摆园养护
公司都不存在劳动关系， 肯定更
无法证明与息靼集团有劳动关系
了。 你这次申请劳动仲裁， 可能
还得不到支持。”

“那我还到法院去告， 输了
继续上诉， 一直打到高院， 反正
我有的是时间。 我就不信了， 干
了两年多， 没劳动合同没社保，
还没地方说理了。” 看着张胜强，
胡芳说： “这样吧， 我再了解一
下情况， 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看着张胜强远去的背影， 胡
芳总觉得此人与其他劳动者不太
一样。

经过了解， 方知申请人
是 “维权名人”

“尽管张胜强与息靼集团这
起劳动争议案件没有获胜的可
能， 但他申请了工会法援， 我们
就得百分之百的努力。” 想到这
儿， 胡芳拿起电话联系此案相关
人员。 经了解才知道， 此人是一
位 “维权名人”。

“张胜强在我们当地可有一
号。 前些年， 无论他在哪家公司
工作， 干不了几个月就辞职， 然
后以没签劳动合同、 没缴纳社保
费为由告人家， 每次还都能拿到
钱。 一来二去他尝到了甜头， 就
不断地打官司告状， 成了我们这
里带引号的维权名人。”

“我们这些当地企业的老板
有个群， 很多人都吃过张胜强的
亏， 所以招工时会在群里互相提
个醒儿， 千万不能用张胜强， 有
好几年他在当地找不到工作。 赵
富才是外地来的， 不了解情况，
2014年误招了张胜强， 这回吃尽
了苦头。”

“您到我们区仲裁、 法院去
问问， 张胜强告企业的案件多了
去了， 听说他在别的区也打过官
司， 是个典型的诉棍。”

……

息诉止争， 工会律师寻
找案外人巧化纠纷

得知胡芳知道了他的真实情

况， 张胜强说：“我是打过很多官
司， 不过大多数情况是单位违法
在先，不然我也得不到赔偿啊。您
放心！这次是我的收山之作，我也
奔50岁了，不想再折腾了！ ”

胡芳劝他： “作为劳动者，
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当然要维
权， 但如果是个人故意不签劳动
合同不缴社保， 然后又恶意索赔
不当得利 ， 这就属于职场碰瓷
了。 你想想， 这种人哪个单位愿
意用？”

“您说的对！ 我保证这是我
人生最后一起劳动争议案件了。
您费费心， 毕竟两年多没保险也
影响我退休金啊。” 张胜强说。

胡芳暗自思忖： 将息靼集团
告到仲裁， 是张胜强跟着赵富才
做养护工的第四场官司 。 若输
了， 张胜强誓不罢休， 后边可能
还会有法院一审、 二审、 到高院
申请再审 ， 不仅给企业增加诉
累， 还会造成大量司法资源的浪
费， 所以对于此案， 最好的办法
是案外调解 ， 通过和解息诉止
争。 但是， 找谁和解呢？

胡芳想了想， 觉得在四场官
司中始终没出现的赵富才最合
适。 于是， 她拨通了赵富才的电
话。 听说胡芳是张胜强的代理律
师， 对方异常激动： “哎哟， 他
可把我害苦了！”

原来 ， 被张胜强告到仲裁
后， 景摆园养护公司的负责人找
到赵富才： “你手下的工人把我
们告了， 公司当一次被告就扣你
2万元钱 。” 为了保住承包的项
目， 赵富才不敢得罪对方， 已忍
气吞声被扣了6万元钱。 得知张
胜强又把息靼集团告到仲裁后，
他哀求景摆园养护公司别再扣钱
了， 对方答复： “那就过些日子
再结算吧。” 然后两个多月没给
他结承包款。

“我这有几十个工人干活
呢， 没钱发工资， 他们都跟我急
了。 这些人要一撤， 我这项目就
完蛋了。” 赵富才说。

胡芳马上说道： “张胜强跟
你干了两年多， 没有社保会影响
他的退休金， 也确实存在加班的
情况， 你看咱们能不能协商解决
一下？”

赵富才一听很高兴： “只要
他不再告了， 我愿意出钱。”

听说能拿到钱， 张胜强也兴
奋起来： “太好了， 总比法院判
决后一分钱也拿不到强啊！”

经胡芳调解 ， 双方达成协
议 ： 赵富才支付 1.5万元补偿 ，
张胜强到仲裁撤销申请。

近日， 张胜强领到钱撤了仲
裁申请。 就这样， 一起扬言要打
到第七场官司的劳动争议案件被
化解了。

（本文劳动争议当事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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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家住沙河的王女士在某

公司做销售职员， 其劳动合
同期限是2014年3月至2017
年3月。 2017年2月， 王女士
得知自己已经怀孕 2个月 ，
告知公司后， 公司与王女士
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顺延协
议书， 约定其劳动合同顺延
至王女士哺乳期结束。 2017
年6月 ， 王女士意外流产 。
在其休假20天后， 单位告知
她： 鉴于你已流产， 之前的
劳动合同顺延协议书无效 ，
双方原劳动合同如期终止 。
同时， 单位向她发出了终止
劳动合同的书面通知。

王女士表示不服， 认为
按照劳动合同顺延协议 ，应
在其预计哺乳期结束后才
能终止劳动合同，即2018年1
月。 因此多次找公司负责人
协商，但并未达成一致。于是
王女士来到沙河法律援助工
作站进行咨询， 她的劳动合
同终止期限应是什么时候？

【法律分析】
王女士的劳动合同本应

在2017年3月就终止 ， 但根
据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二
条规定： “女职工在孕期 、
产期、 哺乳期的， 用人单位
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条、 第
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
同， 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
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 所
以 ， 公司得知王女士怀孕
后， 顺延了王女士的劳动合
同期限至哺乳期结束。 这是
合乎法律规定的。

王女士的意外流产， 按
照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 》 第 七 条 第 二 款 规 定 ：
“女职工怀孕未满4个月流产
的， 享受15天产假 ;怀孕满4
个月流产的 ， 享受 42天产
假。” 王女士流产时已经怀
孕5个月， 按照本规定 ， 其
有42天产假， 所以， 流产之
后的42天是王女士的产期 ，
属于法律规定的劳动合同顺
延事项， 公司不应在2016年
7月 “终止” 劳动合同。

42天产假期满就属于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二条
规定的 “相应的情形消失”，
不得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
因素就不再存在， 公司与王
女士也就不需要继续履行和
延续原劳动合同， 而且公司
有权终止劳动合同或重新续
订劳动合同。

公司在王女士流产休产
假的20天就终止劳动合同是
违法的， 王女士可以要求继
续履行劳动合同， 或者依照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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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规定 ，
要求原单位支付赔偿金。

（昌平区司法局）

意外流产后多久，
单位能终止合同？

工会律师找案外人斡旋化纠纷

北京市总工会每年为本市劳动者提供大量的法律援助服务， 时间长了， 什么情况都能
遇到。 比如， 在当地被称为 “维权名人” 的农民工张胜强， 在输了三场官司后再次申请劳
动仲裁， 并表示要不惜代价打到高院走完所有司法程序。

近日， 经工会律师胡芳深入了解案件实情， 寻找案外人， 终于巧妙化解了这一纠纷。

农民工输三场官司又申请仲裁， 表示要不惜代价把官司打
到高院走完全部司法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