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柔工商专栏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是铁饭碗
单位可依法解除或终止（下）

近年来， 很多网络投资理财
公司兴起， 利用高利息回报作为
诱饵， 把投资者的积蓄以理财的
名义收入囊中， 等投资者需要用
钱要去支取的时候无法兑现， 才
发现自己上当受骗。

面对诸多超高回报投资理财
骗局， 工商部门在此提醒广大消
费者要谨慎、 理性地对待投资理
财，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投资理财诈骗常见形式
1、 在市区重点部位派发传

单， 通过免费旅游、 赠送小礼品
等方式引诱群众， 特别是游说中
老年群体到公司参观、 听课， 以
投资保健品、 粮油食品等项目为
由， 许诺20%至30%的高额年化
收益。

2、 利用交易中心挂牌的公
司引诱社会公众投资， 宣称为境
外实力雄厚集团在境内的分支机
构 ， 编造吸引人的投资增值项
目， 许诺高额年化收益， 承诺借
款到期一次性返还本金。

3、 假借P2P名义搭建非法平

台， 通过发布虚假的借款项目为
自身融资， 投资者的资金直接进
入不法分子的私人账户， 募集的
资金用于不法分子投资房地产、
股票、 期货或以高额利息放贷赚
取利差。

4、 假借金融机构工作人员、
社会成功人士的身份， 以帮客户
开展银行验资等银行业务为借
口， 承诺支付高额利息。

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增强消费者的防范意识， 工商部
门提醒大家要警惕以上诈骗形
式， 在此给大家几个提示：

首先就是要能够扛得住高额
回报率的诱惑， 要了解产品具体
是什么样的形式和模式， 很多收
益很高的产品可能存在一定的陷
阱。 在投资前， 大家要对投资的
企业有初步的了解， 比如公司的
具体资料等 ， 除了网站信息以
外， 还需要查询该公司的注册资
料， 企业的注册信息都可以通过
全国信息公示系统查询。

其次， 大家还可以通过相关
的政府网站来查询资质， 比如银

行、 保险、 基金、 信托等行业，
都有相应的监管机构。 需要提醒
的是， 有些公司有完善的注册资
料， 但仍然要小心， 对于所投资
的企业最好是上门查看是否有在
其公示的地方办公。

最后， 有些企业各种注册资
料齐全， 办公地址也在非常高大
上的地方， 装修富丽堂皇， 但也
有可能是 “金玉其外 ， 败絮其
中”。 这就需要投资者擦亮眼睛，
对于不了解和不熟悉的行业要多
咨询专家和业内人士， 多方面了
解资料， 谨慎投资， 不要盲目追
求高息回报。

本报读者 周中成：我是河北
人，4年多前到一家木器加工公司
上班。 2016年10月底，我在工作中
摔倒， 造成第4、5节椎体受伤，经
诊断为颈椎4、5节椎体损伤致高
位截瘫。 经过医院治疗后我一直
在家休息， 公司每月发放2000多
元工资。 今年5月，公司以劳动合
同期满为由与我解除了劳动关
系，同时支付了经济补偿金，到这
时我才知道公司未给我申请工伤
认定。请问：现在木器加工公司已
跟我解除了劳动关系， 我还能申
请工伤吗？ 怎样申请？

于益：周先生您好，根据您介
绍的情况来看， 您可以申请工伤
认定。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
条规定， 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
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被诊断、鉴
定为职业病， 所在单位应当自事
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

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 向统
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
伤认定申请。由此来看，您可以向
公司要求由公司为您申请工伤认
定，如果公司不同意，您本人或者
您的近亲属、 单位的工会可以在
事故发生之日起1年内，向用人单
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
下列材料：工伤认定申请表；与用
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 （包括事实
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医疗诊断
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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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
入职签无固定期限合同
履行半年被解除

一般来说， 对于已签订两次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或工作超过
10年， 或者有特殊贡献的员工 ，
用人单位才会与之签订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 ， 但杨洳乘是个例
外： 2016年1月4日， 他刚入职跶
邕科技公司时， 单位就跟他签订
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说起为何这样签合同， 公司
人事部苏主任介绍： “杨洳乘是
技术工程师， 他从事的研发方向
比较超前， 单位跟他签订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 一来他有了铁饭
碗能踏实工作， 二来对于企业来
说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其跳槽， 毕
竟这种人才很难招聘到。” 但谁
也没想到， 杨洳乘才入职半年，
单位就跟他解除了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

原来， 2016年3月初 ， 杨洳
乘与朋友外出游玩时发生意外，
造成左腿和肋骨骨折， 此后一直
没有上班。 研发项目不能中断，
单位只好又招聘了工程师。 这样
一来， 即使杨洳乘以后上班也没
有岗位可以安排， 于是公司与他
协商解除劳动关系， 单位愿意支
付2万元补偿。 6月30日， 他在协
议书上签字、 领取补偿金后， 收
拾东西离开了单位。

过了些日子， 杨洳乘有些后
悔： “单位跟我签订的是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 ， 刚半年就解除
了 ， 他们属于违约啊 。” 于是 ，
他以跶邕科技公司违法解除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为由申请仲裁，
要求单位支付 1.5万元违约金 。
经过审理， 仲裁委驳回其申请。

案件分析：
虽签无固定期限合同
协商一致也可解除

仲裁庭审时， 跶邕科技公司
提交了双方签订的解除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协议书 ,其内容为 ：
依照 《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
及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
着平等、 自愿的原则， 经过协商
一致， 双方就解除已签订的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达成如下协议：
一、 双方从2016年6月30日起解
除劳动关系； 二、 单位一次性支
付2万元补偿 （含在职期间的所
有费用 ）； 三 、 签订本协议后 ，
双方各类款项已全部结清， 再无
其他任何未了的劳动争议和纠
纷， 同时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理
由和任何方式向对方主张权利。

杨洳乘认可此协议的真性
性， 并表示确已收到单位支付的
2万元补偿， 但说他入职时签订
的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即他
达到退休年龄时方可终止， 现在
单位提前解除属于违约， 应承担
违约责任， 支付违约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三）》 第十条规定， 劳动
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
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 支付工资
报酬、 加班费、 经济补偿或者赔
偿金等达成的协议 ， 不违反法
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且
不存在欺诈、 胁迫或者乘人之危
情形的， 应当认定有效。

本案中， 杨洳乘与跶邕科技
公司虽然签订的是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但双方就解除劳动合同、
支付一次性补偿进行了协商，并
达成一致意见， 随后又签订协议

书， 双方还在协议书中约定此后
不再以任何理由、 任何方式向对
方主张任何权利。 法院认定此协
议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 杨洳乘在没有
证据证明他在签订协议书时单位
存在欺诈、 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等
情形的情况下， 法院依法对协议
书予以采信。 在单位已按协议约
定支付2万元补偿金而杨洳乘确
认已收到， 这时双方就劳动关系
的解除已经处理完毕， 他再以单
位违约为由申请仲裁， 没有法律
依据，自然得不到仲裁委的支持。

案例4：
50岁被终止劳动合同
女农民工索赔败诉

1996年1月4日， 农村户籍的
赵秀霞经熟人介绍， 来到外商投
资的MWYC公司工作。 2011年1
月 ， 双 方 签 订 无 固 定 期 限 劳
动合同。

2015年11月5日赵秀霞年满
50周岁， 单位人事部提前一周以
书面形式通知她， 双方劳动合同
将于她50岁那天终止， 然后再与
其签订一年期限的劳务合同， 赵
秀霞口头上答应了。 于是人事部
通知财务部门， 为赵秀霞缴纳社
会保险至2015年12月底， 然后做
了社保减员。

可到了2016年1月 ， 赵秀霞
反悔了， 她找到单位： “社会保
险缴纳15年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
遇， 可公司从2001年8月起才给
我缴纳社保费， 尚不足15年， 虽
然我现在已50岁 ， 但没有退休
费。” 她希望公司继续履行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直到她能享受
养老保险待遇为止。

单位未同意， 称她已达到法

定退休年龄无法再缴纳社会保险
了 ， 而且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
例》 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的， 劳动合同终止。 所以， 公
司与她终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符合法律规定。

2016年3月，因赵秀霞拒绝签
订劳务合同，MWYC公司将其辞
退。 随后，赵秀霞申请仲裁，要求
MWYC公司支付违法终止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赔偿金。

庭审时， 赵秀霞提出 《劳动
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第 （二） 项
规定： “劳动者享受养老保险待
遇的， 劳动合同终止”， 可她在
2015年11月5日虽然年满 50岁 ，
但尚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不符
合劳动合同法定的终止条件， 且
未达到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是因单
位怠于履行法定义务造成的， 因
而双方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不能自动终止 ， MWYC公司
有义务为她继续缴纳养老保险，
直至其劳动合同达到法定终止条
件时为止。

赵秀霞认为： “男年满60周
岁、 女年满50周岁的退休年龄规
定不适用于农民工， 我们村很多
人80多岁还在田里干活呢， 再说
了我国劳动法律法规并未规定农
民工的法定退休年龄。”

单位则表示， 根据北京市的
规定， 外商投资企业为建立劳动
关系的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是从
2001年9月开始的 ， 公司从2001
年8月起为她缴纳社会保险符合
法律规定； 到达法定退休年龄能
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不是单位
能决定的。 另外， 退休年龄的规
定没有例外， 目前没有法律规定
农民工达到退休年龄而不退休。

仲裁委经过审理， 裁决驳回
赵秀霞的请求。 她到法院起诉，

也未得到法院支持。

案件分析：
员工达到退休年龄
单位可终止无固定期限合同

在此案中， 赵秀霞达到50岁
退休年龄时却因缴纳养老保险不
足15年而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待
遇 ， MWYC公司与她终止了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单位这种终
止 是 否 属 于 违 法 是 本 案 的 争
议焦点。

赵秀霞认为单位违法， 其依
据的是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四
条第 （二） 项 “劳动者享受养老
保险待遇的， 劳动合同终止” 的
规定； 单位认为合法， 其依据的
是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二
十一条 “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的， 劳动合同终止”。 从表面
看， 《劳动合同法》 是由全国人
大制定的法律， 而 《劳动合同法
实施条例》 是由国务院制定的行
政法规， 法院认为两者并非存在
立法冲突， 据此认定双方签订的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赵秀霞达
到法定退休年龄而于2015年11月
5日终止， 并无不当。

另外， 赵秀霞认为农民工不
适用法定退休年龄， 其主张缺乏
法律依据， 未得到法院采信。

MWYC公司在赵秀霞达到
50岁前一周向她发出终止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并签订劳务合同的
通知， 赵秀霞签收了该通知并口
头表示同意， 因而她知晓并认可
此后与MWYC公司之间系劳务
关系， 其后赵秀霞主张双方劳动
关系应延续并要求单位支付违法
终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赔偿
金， 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所以
没有得到仲裁和法院的支持。

■有问必答

提问： 本报读者 周中成
回答：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于益

解除劳动关系后还能申请工伤认定吗？
□本报记者 王香阑

网络投资理财须谨慎，莫被高额回报蒙住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