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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香阑

两年多没社保 农民工获4900元补偿
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在 《社会

保险法》 实施前未缴纳社保费，
农 民 工 可 获 得 未 缴 纳 养 老 保
险 补 偿 。 扫埽净清洁服务公司
认可未给董秀芬缴纳社保， 在仲
裁裁决后却不愿支付3200元补偿
款， 董秀芬无奈提起诉讼。 单位
没想到近日法院判决后， 因入职
时间多认定了7个月 ， 这回要向
董秀芬支付4900元未缴养老保险
补偿金。

年满50岁被要求离职
农民工申请仲裁

董秀芬是河北的一位农村妇
女， 她住的村子与北京相邻， 村
里很多人都在北京打工。 2008年
过完春节， 她与丈夫一起也来到
京城。 不久， 经老乡介绍， 夫妻
二人先后找到了工作。 6月1日，
董秀芬入职到扫埽净清洁服务公
司做了一名养护员。

“2008年1月1日 《劳动合同
法》 施行， 但我同年6月1日入职
时单位并未与我签订劳动合同，
而是到了2009年1月才跟我签订
了一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期满
后又续签了三次， 最后一次劳动
合同截至日期是 2016年 12月 31
日。” 董秀芬介绍， 最后一次劳
动合同并未履行完毕 ， 因为到
2016年 12月 10日她正好年满 50
周岁， 单位以她已到达退休年龄
为由要求其离职， 她只好离开了
公司。

屈指一算， 董秀芬在扫埽净
清洁服务公司工作了8年半， 在
离职时 ， 单位只结清了当月工
资， 未再支付其他费用。 她说：
“单位让我提前离职， 干了这么
多年， 怎么也得支付一些经济补
偿吧？ 当然， 已年满50周岁单位
不用我也有情可原， 可当初签订
劳动合同时为何不把截止日期写
到12月10日 ？ 毕竟我入职时就
给过单位身份证， 所以在签订劳
动合同方面单位有过错。 我不计
较 这 些 ， 但 其 他 补 偿 应 该 给
我啊。”

所谓其他补偿 ， 董秀芬介
绍： “按照法律规定， 单位应当
从 我 入 职 起 就 给 缴 纳 社 会 保
险 ， 可公司是从2011年1月起才
开始缴费的 。 两年半时间没社
保， 这对我的影响很大啊， 可公
司从未有过任何表示， 我觉得单
位应该给予补偿。 另外， 从我入
职到2009年1月这段时间公司没
跟我签订劳动合同， 单位应依法
向我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
资赔偿。”

董秀芬说， 通过咨询一些朋
友， 她得知法律规定用人单位签
订两次劳动合同后， 再续签就应
该是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了，
单位与她总共签订了4次劳动合
同， 可每次都是固定期限的， 朋
友说这种做法违反法律， 单位应
该向她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的二倍工资赔偿。

2017年1月 ， 董秀芬到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要求扫埽净清洁服务公司针对4
项请求支付费用 ： 1、 支付2008
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期间
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赔偿；
2、 支付2011年1月1日至2016年
12月31日期间未签订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二倍工资赔偿； 3、 支
付2008年6月1日至2010年12月31
日期间未正常缴纳社会保险的补
缴金额 ； 4、 支付 2015年 1月至
2016年12月期间本人低于北京市
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费用。

工会律师相助
职工获3200元补偿

仲裁委受理案件申请后， 董
秀芬来到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
中心申请了工会法律援助。 经过
审查， 她是农业户口， 符合受援
条件， 法服中心便指派工会签约
律师胡建新代理此案。

接到指派后， 胡建新律师马
上联系董秀芬当面谈话， 对案件
进行全面了解。

听完董秀芬的叙述， 胡建新
律师问： “你的工资是多少？ 什
么方式支付的？”

董秀芬答道： “我是2008年
6月1日入职的， 孩子给我粗算了
一下 ， 大概月均工资是 4000多
元 。 2012年之前是现金发放工
资， 从2013年1月起单位开始通
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工资。 劳动
合同虽约定了每月工资标准， 但
约定工资与实发工资不符， 银行
转账支付工资记录能显示我真实
的工资数额。”

胡建新律师一脸诧异： “既
然月均工资是4000多元， 为何你
的仲裁请求第4项要单位支付低
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

“4000多元是我每个月基本
工资、 加班费、 洗礼费、 餐费、
卫生补助等各种收入加起来的总
数 。 北京市 2015年最低工资是
1720元， 2016年是1890元， 但这
两年我的基本工资都是1200元 ，
与最低工资差不少呢， 所以才要
求单位补发差额。” 董秀芬解释。

胡建新律师告诉她： “您理
解错了， 最低工资与基本工资不
是一个概念。 基本工资是劳动者
工资的基本组成部分， 而且是相
对稳定的部分， 其标准由用人单
位制定。 最低工资， 是劳动者在
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正常劳动后
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的最低数额的
劳动报酬， 即工资的底线， 这是
政府为维护职工取得劳动报酬的
合法权益而制定的。”

停顿了一下 ， 他接着说 ：
“从上下班时间来看， 您属于全
日制从业人员， 依据北京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规定， 劳动
者在中班、 夜班、 高温、 低温、
井下 、 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
境、 条件下的津贴， 劳动者应得
的加班、 加点工资， 劳动者个人
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和住房
公积金， 及国家和本市规定的不
计入最低工资标准的其它收入，
不作为最低工资标准的组成部
分 ， 用人单位应按规定另行支
付。 这就是说， 减去加班费和你
应缴的社会保险费、 住房公积金
等费用以外， 你的工资是否低于
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

董秀芬想了想， 说： “那倒
没有。”

胡建新律师说 ： “这样的
话， 你就不存在工资低于北京市
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 “明白
了， 那这项请求我就取消了。”

详细了解其他三项仲裁请求

后 ， 胡建新律师对董秀芬说 ：
“第一项请求单位支付2008年6月
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期间未签
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赔偿， 这已
超过仲裁时效， 估计会被驳回；
第二项是要求单位支付2011年1
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未
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倍工
资赔偿， 已超仲裁时效， 不会得
到仲裁庭的支持； 现在就剩第三
项了， 你要求单位支付2008年6
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期间未
正常缴纳社会保险的补缴金额，
可补缴社保不在仲裁受理范围，
应变更为要求单位支付2008年6
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养老保
险补偿金。”

“太好了！” 董秀芬如释重
负地舒了口气。

经过精心准备， 在仲裁开庭
进行举证、 质证和辩论时， 胡建
新律师为董秀芬据理力争， 不久
仲裁委裁决： 扫埽净清洁服务公
司支付董秀芬2009年1月至2010
年12月未缴纳养老保险补偿金
3200元。

单位不服起诉
法院判多赔1700元

仲裁裁决后， 董秀芬主动给
单位打电话， 联系何时去领钱。
“领什么领 ， 公司还得起诉呢 ，
你等着当被告吧。” 还没等董秀
芬反应过来， 对方已挂断电话。

愣了一会儿， 董秀芬心想：
“我本来是2008年6月1日到公司
上班 的 ， 单位提交证据说我是
2009年1月入职的， 仲裁采信单
位的说法我都没计较， 为这么点
钱单位还要告我。 告就告， 我还
不服呢， 干脆我也到法院起诉。”
于是， 董秀芬又将扫埽净清洁服
务公司起诉到法院。

董秀芬在职期间共签订过4
次劳动合同， 仲裁审理阶段只提
交了最后两次签的合同， 其他没
找到 。 “合同这种东西非常重
要， 我肯定没扔， 就是不知道放
哪儿了。” 于是她翻箱倒柜 ， 终
于找到了另外两份劳动合同， 还
意外发现第一次签订的合同中
“入职时间” 写的是2008年6月1
日， 且里面还夹着2008年6月至
12月的7张工资单。

法院庭审时， 董秀芬提交4
份劳动合同、 7张工资单及其他
材料作为证据， 称自己是从2008
年6月1日入职的， 应从此时间计
算未缴养老保险补偿。

单位则称董秀芬入职时间为
2009年1月1日， 并拿出公司留存
的2009年1月签订的劳动合同 ，
上面的 “入职时间 ” 一栏为空
白。 单位表示双方提供的2009年
1月签订的两份劳动合同应该是
一样的， 现在董秀芬执有的合同
文本上的入职时间有 “2008年6
月1日” 的字样， 是她手工填写
的， 属于伪造。 同时， 单位认可
2009年1月至2010年12月没缴社
保 ， 但她要求赔偿没有法律依
据， 故不认可仲裁裁决。

法官当庭问单位， 是否对董
秀芬执有的2009年1月签订的劳
动合同上入职时间为 “2008年6
月1日” 的笔迹， 与合同其他笔
迹是否为同一时间书写、 是否系
同一人书写申请笔迹鉴定， 单位

表示不申请。
法院审理后认为， 劳动者合

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董秀芬提交
了2008年7个月的工资单 ， 而扫
埽净清洁服务公司对她劳动合同
中所书的入职时间不申请笔迹鉴
定， 不能证明系董秀芬私自更改
劳动合同。 综合该案其他证据，
法院认定董秀芬应自2008年6月1
日与扫埽净清洁服务公司建立劳
动关系， 遂判决单位应支付董秀
芬2008年6月1日至2010年12月31
日未缴养老保险补偿金4900元。

董秀芬近日拿到判决书时
喜 出望外 ： “单位不服仲裁裁
决 ， 结果法院判的比仲裁还多
1700元。”

记者提醒：
单位不签劳动合同
职工应在时效内索赔

在本案中， 董秀芬从2008年
6月1日入职至2008年12月31日 ，
扫埽净清洁服务公司未跟她签订
劳动合同， 她知道这不符合法律
规定， 但鉴于自己在单位工作不
敢要求签合同或者支付二倍工资
赔偿。 2016年12月10日离职后 ，
才在申请仲裁时要求单位支付未
签订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董秀芬的顾虑可以理解， 但

她忽视了一个法律问题： 诉求是
有时效的。 《劳动合同法》 第82
条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
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
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劳
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 第27条规
定， 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
间为一年。 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
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
害之日起计算。 前款规定的仲裁
时效， 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
人主张权利， 或者向有关部门请
求权利救济， 或者对方当事人同
意履行义务而中断 。 从中断时
起， 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因
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
当 事 人 不 能 在 本 条 第 一 款 规
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
仲裁时效中止。 从中止时效的原
因消除之日起， 仲裁时效期间继
续计算。

由此来看， 2008年6月1日入
职未签劳动合同， 到了2017年1
月申请劳动仲裁时才提出未签劳
动合同二倍工资赔偿， 已大大超
过仲裁时效， 自然不会得到法律
的支持。

记者在这里提醒职工朋友，
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及时
维权， 避免因超过时效而得不到
应有的赔偿。

年满50岁被单位要求离职 工会法援帮养护员维权

案情简介：
近日，一个清瘦的女性神

情恹恹、无精打采地来到霍营
法律援助工作站。原来王某最
近接连遭受了丈夫李某两次
家暴， 实在无法忍受下去，希
望能够和李某离婚。工作人员
了解，李某以前就有过家暴行
为，但王某一提出离婚，就会
再次遭受李某的暴力，王某害
怕，不敢再提离婚。这几年，两
个人虽然同住一个屋檐下，但
是经常相互不说话，有事通过
纸条沟通，王某也没有受到过
李某的打骂。 但是最近，李某
又连续对王某实施家暴行为，
因为情况比较严重，几次都进
行了报警处理并去医院进行
了检查治疗。现在王某决心要
离婚， 但又担心遭受李某打
骂，遂向法律援助工作站咨询
怎么样才能妥善离婚？

法律分析：
根据王某的叙述 ， 在近

期遭受的两次家暴， 王某均
已报警， 并且也去医院进行
了检查治疗。 工作人员提醒
王某一定要注意保存好报警
回执、 就医证明、 验伤报告、
派出所笔录等证据材料。

根据 《婚姻法》 第三十
二条规定， 具有实施家庭暴
力或虐待、 遗弃家庭成员情
形的， 经调解无效应准予离
婚。 丈夫李某的行为已经构
成了家庭暴力， 王某在与李
某书面协议离婚不成的情况
下， 可以向法院起诉离婚。

对于王某担心的在此期
间再次遭受李某暴力的情况，
王某可以根据 《反家庭暴力
法》 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向法
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人
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包括下列
措施： 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
庭暴力； 禁止被申请人骚扰、
跟踪、 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
近亲属； 责令被申请人迁出
申请人住所； 保护申请人人
身安全的其他措施。

听完工作人员解释之后，
王某决定向法院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令， 并起诉离婚。

法律援助工作站提示：
“遭遇家暴后 ， 固定证

据最重要”。 遭遇家庭暴力，
受害人一定要第一时间选择
报警， 做笔录 、 验伤， 一来
是不姑息家庭暴力的恶性 ，
二来也是为自己的维权提供
证据。 除了报警以外， 当事
人还可以向居村委会、 妇联
等组织求助， 同时采取手机
录音录像、 求助邻居获取邻
居的证人证言等方式将暴力
行为记录下来。 家暴非家事，
面对第一次家暴一定要学会
说不。

多次遭家暴害怕被打，我该如何离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