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颜梅生

昌平区司法局

案情介绍：
张某刚刚参加工作不久，

现就职于一家网络游戏公司。
由于公司最近准备出一款新游
戏， 要求所有员工在完成自己
的工作后都加班帮技术部测试
游戏， 已经连续加班一个多礼
拜。 7月12日下班后， 主管领
导再一次要求张某加班时， 张
某以身体不适， 不适宜继续工
作为由拒绝。 次日张某上班 ，
便被人事部门通知因其无故旷
工已被开除。 张某只领取了当
月部分工资 ， 但赔偿要求遭
拒。 感到手足无措的张某， 于
近日来到天通苑南法律援助工
作站咨询， 公司这样的做法合
法吗？

法律分析：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一

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
行劳动定额标准， 不得强迫或
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 用人
单位安排加班的 ， 应当按照
国 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
加班费。

加班属于非正常工作时
间， 不是工作时间， 因此不属
于旷工行为。 用人单位因员工
拒绝加班而开除员工， 属于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可以
要求单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也就是继续回单位上班； 或者
也可以要求单位支付双倍的
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
工作的年限， 每满一年支付一
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
付。 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
按一年计算； 不满六个月的，
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
济补偿。

最终经与公司协商， 公司
同意对张某进行经济补偿。

盘点该拿的钱是否到位
离职员工别急着走人：

物业公司员工 金义同：2017
年4月1日， 我被本市一家物业公
司招聘为员工。入职当日，公司与
我签订一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并约定试用期为一个月。 5月12
日， 公司一位副经理的亲戚来公
司上班， 听说当时没有岗位可以
安排， 有人提议让他做我这份工
作。 当日下午， 公司以不能胜任
工作为由与我解除劳动关系。 我
找领导沟通 ， 对方说在试用期
内，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随时
单方解除劳动关系。 请问： 是这
样吗？

李颖： 根据您介绍的情况来
看， 物业公司的做法不符合法律
的规定。

首先， 《劳动合同法》 第十
九条规定， 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
以上不满一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
过一个月； 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
上不满三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
二个月； 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
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试用期不

得超过六个月 。 同一用人单位
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
期。 依据此规定， 物业公司与您
签订一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并
约定一个月的试用期， 是符合法
律规定的。 双方应该按照合同约
定来履行。 根据约定， 您的试用
期在4月30日已经结束 。 因此 ，
物业公司不能适用 《劳动合同
法》 第三十九条 “劳动者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 （一） 在试用期间被
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的规定
与您解除劳动关系。

另外， 物业公司以不能胜任
工作为由与您解除劳动关系， 并
不符合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单位
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
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
月工资后，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二） 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 经
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 仍不
能胜任工作的” 的规定。 劳动者

被证明不能胜任工作的， 应该培
训或者调岗， 而不是直接解除劳
动关系的情况。

综上， 物业公司的做法属于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您可以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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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 要求物业公司继续
履行劳动合同或者支付解除劳动
合同的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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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拒绝续签合同，
可索要经济补偿

【案例】
2016年9月1日， 王晓琳与公

司签订的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到
期后， 虽然王晓琳有按照原劳动
合同所约定的标准， 继续留在公
司的愿望 ， 但却被公司一口拒
绝。 在这种情况下， 王晓琳能要
求公司给予经济补偿吗？

【点评】
王晓琳有权要求公司给予经

济补偿。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六条

第 （五） 项规定， “除用人单位
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
续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不同意续
订的情形外， 依照本法第四十四
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
支付经济补偿。”

这不是说如果用人单位降低
原劳动合同的约定条件， 无论是
员工不与用人单位续签劳动合

同， 还是用人单位不跟员工续签
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都必须向员
工支付经济补偿； 如果用人单位
维持或者提高了原劳动合同的约
定条件， 而员工拒绝与其续签劳
动合同， 用人单位则无需支付经
济补偿。

经济补偿的支付标准为： 按
员工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 每满
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员
工支付 。 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
的 ， 按一年计算 ； 不满六个月
的， 向员工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
济补偿。

单位违法解除合同，
可以索要赔偿金

【案例】
因为公司决策失误， 导致招

聘的员工过剩 ， 2016年 10月 15
日， 公司没有征求意见， 即作出
了解聘11名员工的决定， 在公司
工作了三年的赵晓燕也在其列。
另外10名员工逆来顺受地离去
了， 但赵晓燕虽然同意离职， 却
以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
要求公司支付六个月的工资作为
赔偿。

【点评】
赵晓燕的请求成立。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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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该法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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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未签书面合同，
可索要双倍工资

【案例】
2016年10月30日， 公司向已

经工作了11个月的肖丽萍下达了
“最后通牒”： 次日必须离职。 虽
然对该份工作有千般不舍， 甚至
自己曾对公司领导多次哀求， 但
肖丽萍也不得不含泪离去。 小姐
妹们悄悄告诉她： 公司一直没有
跟你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你有权
向公司索要二倍工资 。 “真的
吗？” 肖丽萍满脸疑惑。

【点评】
公司的确应当向肖丽萍支付

二倍工资。
因为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

二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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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
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
工资。”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
七条也指出： “用人单位自用工
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的， 自用工之日起满
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
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
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
工资， 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
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应当立即与劳
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

单位拖欠劳动报酬，
可要求加付赔偿金

【案例】
2016年11月15日， 李玉梅与

公司的劳动合同到期后， 公司却
没有付清拖欠其4个月工资16000
元的迹象。 无奈之下， 李玉梅只
好找公司索要， 而公司虽然刚刚
收到一大笔货款， 但却一再列举
难处， 要求李玉梅半年后再来领
取 。 “难道我就只有等候吗 ？”
李玉梅无奈地哭了。

【点评】
李玉梅有权向劳动行政部门

投诉或申请仲裁， 并要求公司支
付赔偿金。

因为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
五条规定：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
限期支付劳动报酬、 加班费或者
经济补偿； 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
低工资标准的， 应当支付其差额
部分； 逾期不支付的， 责令用人
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
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
加付赔偿金： (一) 未按照劳动
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
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 (二)
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
者工资的； (三) 安排加班不支
付加班费的； (四) 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 未依照本法规定向
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

单位收取抵押财物，
可要求赔偿损失

【案例】
胡小倩入职时， 公司曾要求

其交付2万元押金。 胡小倩虽然
百般不愿意， 但为了得到这份心
仪且待遇不菲的工作而又不得不
照办。

2017年元月1日 ， 胡小倩因
与 公 司 的 劳 动 合 同 到 期 而 离
职 ， 到财务领取退回的 2万元
押 金 时 ， 觉 得 该 款 在 公 司 放
了 整 整 三年 ， 已经出现贬值 ，
遂要求公司支付利息， 但被公司
拒绝。

【点评】
胡小倩有权要求公司赔偿

利息。
因为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

四条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
规 定 ， 以 担 保 或 者 其 他 名 义
向 劳 动者收取财物的 ， 由劳动
行 政 部 门 责 令 限 期 退 还 劳 动
者 本 人 ， 并以每人五百元以上
二千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给
劳动者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 劳动者依法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扣押劳动
者档案或者其他物品的， 依照前
款规定处罚。” 鉴于胡小倩确实
有贬值损失的存在， 公司自然难
辞其咎。

此外， 就用人单位的赔偿责
任 ， 该法第八十八条还指出 ：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依 法 给 予 行 政 处 罚 ； 构 成 犯
罪 的 ，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给
劳动者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 (一) 以暴力、 威胁或
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
迫劳动的； (二) 违章指挥或者
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
全的； (三) 侮辱、 体罚、 殴打、
非法搜查或者拘禁劳动者的 (四)
劳动条件恶劣、 环境污染严重，
给劳动者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
害的。”

■有问必答

提问： 物业公司员工 金义同
回答：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李颖

单位可以随时辞退试用期员工吗？
□本报记者 王香阑

员工拒绝加班，
公司是否可以开除员工？

无论是因为劳
动合同到期还是被
用人单位解聘， 许
多员工往往都是匆
匆离去， 并不知道
还有必要好好盘点
一下： 自己该拿的
钱是否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