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公司数据开发工程师
汪童音： 去年12月， 我被本市一
家 科 技 公 司 招 聘 为 数 据 开 发
工 程 师 ， 入职当月 ， 公司与我
签订3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约
定我月薪为1.5万元 、 试用期 6
个月。

今年4月27日， 部门领导口
头通知我工作不符合条件不予转
正 、 从即日起与我解除劳动关
系。 第二天， 该领导再次以口头
宣读辞退书的方式， 通知我正式
解除劳动合同， 并强制收回电脑

等办公用品 、 注销了我的门禁
卡。 请问： 公司这样与我解除劳
动关系， 合法吗？

王凌涵： 从您反映的情况来
看， 公司2017年4月27日提出与
您解除劳动合同时 ， 您仍在试
用期内。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
二十一条的规定， 在试用期中，
除劳动者有 《劳动合同法》 第三
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 第二
项规定的情形外 ， 用人单位不
得解除劳动合同 。 也就是说 ，
在 试 用期内 ， 除非劳动者有第

三十九条规定的不符合录用条
件、 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等
过 错 情 形 ， 或 者 劳 动 者 存 在
第四十条第一项、 第二项规定
的患病或非因 工 负 伤 医 疗 期
满 、 劳 动 者 不 胜 任工作情形 ，
用人单位不得以其他理由 单 方
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从单位通知您的解除理由
“工作不符合条件” 来看， 无法
判断单位是因您不符合录用条件
还是以您不胜任工作等原因而提
出解除劳动合同。 因此， 单位是

否属于违法解除还在于单位能否
证明你存在 《劳动合同法》 第三
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 第二
项规定的情形， 当然， 确实存在
上述法定情形， 单位单方解除还
需履行法定的解除程序。

■有问必答

提问： 科技公司数据开发工程师 汪童音 回答：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王凌涵

□本报记者 王香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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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香阑

入职4年的软件开发工程师
刘国学， 因外国客户投诉其用英
语沟通有困难， 单位便对他做了
调岗降薪。 而他因拒绝到新岗位
工作， 随即被单位以不胜任工作
为由解除了劳动合同。

在仲裁、 一审均败诉后， 单
位又上诉到中级法院。 近日， 经
调解双方达到一致： 单位向刘国
学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 未
休年假工资等共计21万元。

员工：
单位以不胜任工作为由

将我辞退

索智新技术公司是一家高科
技企业， 主要从事软硬件开发工
作， 其公司内部最大且员工收入
最高的部门是国际业务研发部。

2012年7月 ， 刘国学被该公
司聘用， 在国际业务研发部做电
脑软件开发工程师。 经过三个月
的试用， 公司与他签订5年劳动
合同， 约定月薪4万元。

刘国学入职后， 与同事一起
接连做了好几个项目， 不仅按时
完成软件开发任务， 还得到了客
户的赞扬， 使得公司的业务不断
扩大 。 正当他兢兢业业地工作
时， 2016年8月8日， 公司人事部
赵总监突然将他叫到办公室， 称
近期有外国客户接连投诉他的外
语水平太低难以沟通， 严重影响
了软件开发的进度， 要求公司更
换软件研发人员。

“赵总监给了我一份 《调岗
通知书》， 并说单位研究决定给
我调岗， 让我到国内业务研发部
工作， 还给我降了薪水。 公司与
我签订的劳动合同中， 写的是在
国际业务研发部做电脑软件开发
工程师、 工资标准为每月4万元，
没经我同意， 公司不能单方面给
我调岗降薪。” 刘国学当即表示
拒绝。

第二天早晨上班时， 刘国学
未到国内业务研发部报到， 仍在
原部门打卡。 没有工作可干， 他
就在工位上坐着， 下班时再刷卡
回家。

他说：“公司对国际业务研发
部员工的英语要求是6级，我达到
了。应聘时公司不仅看了我的6级
英语证书， 还就软件研发进行了
技术方面的英语对话， 我被录用
就说明符合要求。 另外，我入职4

年多，一直做外国客户的项目，为
什么以前没人投诉我外语水平
低？ 因此，我不同意调岗。 ”

对于降薪， 刘国学认为虽然
这次只降了2000元， 但只要调到
新部门， 过不了几个月， 公司就
会按新部门员工薪酬的标准给他
发放工资， 毕竟国内业务研发部
最顶尖的工程师月薪才2.8万元，
到那时他不同意降薪也不成。

2016年8月16日，公司向刘国
学发出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因你外语水平不能满足客户需
要， 无法与外国客户正常沟通交
流，不能胜任岗位工作，公司决定
从即日起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单位：
调岗他不去， 辞退合法

公司赵总监说： “外国客户
提出要换开发人员， 否则这个项
目就没法进行下去了， 弄得公司
非常被动。 不但客户投诉他， 配
合他做这个研发项目的同事也投
诉刘国学， 而且也要求换人。 这
不是内外夹击吗？ 公司领导经过
研究， 为了保证企业的利益并留
住这个客户， 单位决定将刘国学
调到国内业务研发部， 岗位仍然
是电脑软件开发工程师。”

国内业务研发部主要做国内
客户的项目， 对外语水平没有要
求，但员工薪酬标准相对要低些。
赵总监介绍， 虽然把刘国学从全
公司收入最高的国际业务研发部
调出来了， 但考虑到他以前的工
作表现，调整工资时只做了微调，
即在原月薪的基础上降了 2000
元， 相比国内业务研发部同岗位
的员工，他的工资要高出很多。

“可刘国学不领情， 不去新
部门报到 ， 每天仍到原岗位打
卡。 公司在下发 《调岗通知书》
后， 已将他的名字及考核转到了
新部门。 他不去， 每天考勤记录
就会显示其没到岗。 他又没向新
部门负责人请假， 在未提交有领
导签字的请假单的情况下， 按公
司规章制度 ， 这种情形属于旷
工。 本来公司规定旷工3天就可
以开除， 但我们本着为他负责的
态度， 希望他能认识到错误尽快
到新岗位上班， 可他执意不去。
在旷工达到一周时， 公司万般无
奈才与他解除了劳动合同。” 赵
总监说。

说到为何 “以不胜任工作为
由” 而非 “以旷工为由” 与刘国
学解除劳动合同， 赵总监解释：
“虽然他后边旷工了， 但导致他
发生旷工这件事的， 实际上是他
外语水平不能满足外国客户的需
要而连续被投诉， 客户和与其配
合的同事都要求换人， 这完全说
明他不胜任工作， 外国客户及相
关同事都能证明这一点， 所以我
们就以这个理由将他辞退了。”

结果：
二审调解结案， 单位支

付21万元

刘国学对索智新技术公司与
其解除劳动合同不服， 遂向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仲裁开庭前， 工会为双方当
事人进行调解。 虽经反复劝导、
耐心释法， 但双方未达成一致。

经过庭审， 仲裁委裁决支持
了刘国学的请求事项。 索智新技
术公司对裁决不服， 向法院提起
诉讼。 再次败诉后， 公司又上诉
到中级法院。

二审阶段， 法官多次找双方
当事人谈话， 给他们做工作， 近
日双方终于达成调解协议： 索智
新技术公司向刘国学支付解除劳
动合同补偿金、 未休年假工资等
共计21万元。

分析：
辞退拒绝调岗员工， 是

单位败诉主因

针对此案， 记者采访了在仲
裁前曾为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的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于莹。 她告诉记者， 在原劳
动部 《关于 〈劳动法〉 若干条文
的说明 》 中 ， 将 “不能胜任工
作” 定义为 “指不能按要求完成
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任务或者同工
种， 同岗位人员的工作量。 用人
单位不得故意提高定额标准， 使
劳动者无法完成。”

本案中， 单位以刘国学不胜
任工作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40条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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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工作时， 用人单位在提前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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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索智新技术
公司未对刘国学进行培训， 在调
岗被对方拒绝时就 “以不胜任工
作为由” 与其解除劳动关系， 不
符合法律规定， 这也是单位在仲
裁和一审阶段均败诉， 并在二审
时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向刘国学支
付21万元费用的主要原因。

支招儿：
员工拒绝调岗， 单位怎

样办？

本案中， 员工刘国学因拒绝
单位对其进行调岗而引发纠纷。
在现实中， 员工不胜任工作的情
况确实存在， 当其拒绝调岗时，
单位应该如何处理呢？

对此 ， 于莹告诉记者 ， 首
先， 单位可将服从调岗作为劳动
纪律写进劳动合同和员工手册 。
比如， 注明： 用人单位有权根据
员工工作能力和企业经营状况对
员工的工作岗位进行调整， 员工
对此予以认可； 如果员工拒不服
从岗位调整的， 视为严重违反用
人单位劳动纪律， 用人单位有权
依法解除劳动合同。

于莹提醒用人单位， 实际操
作中要注意调岗的正当性和合理
性， 不能因为劳动合同中有约定
就随意调岗。

其次， 直接约定 “员工拒不
到新岗位工作， 属于不能胜任工
作”。 从实践来看， 如果员工在
接到调岗通知后拒不到新岗位工
作， 用人单位也确实不能采用强
制手段让员工到新岗位工作。 如
果员工不工作， 也就意味着无法
对其工作进行考核， 无法得出是
否胜任的结论。 那么在员工入职
签订岗位职责时， 就可以把拒不
服从岗位调整作为员工不能胜任
本岗位工作的条件之一， 一旦员
工拒绝进行调岗， 则可以适用该
条款。

第三， 单位对不胜任工作的
员工要进行培训， 培训后再次考
核。 虽然 《劳动合同法》 规定调
岗或者培训是选择性条件， 择一
即可， 但在员工拒绝进行调岗的
情况下， 单位可以再次对其进行
培训。 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但可以
缓和员工的紧张情绪， 而且可以
为下一步再次进行工作考核提供
必要的依据。 另外， 在对员工进
行培训时应做好各项记录。

案情介绍：
小赵是甘肃某地来京的

务工人员。 不久前父母给他
介绍了个女孩小刘， 小赵看
小刘人还不错， 父母觉得两
家条件也相当， 在双方见了
两三次面后就劝说小赵与
小 刘把婚事定下来 ， 拗不
过父母的小赵同意了。 见儿
子的婚事有了着落， 赵父赵
母很是高兴， 虽然家里经济
状况不太好， 但也是到处筹
借， 攒了共计价值5万多元
的现金、 首饰以及家电等给
了刘家， 当做彩礼钱。 婚事
定下来后， 经过进一步的接
触 ， 小赵认为俩人性格不
合 ， 越想越不愿意与之生
活， 便提出了分手， 要求刘
家退还彩礼钱。 刘家认为小
赵悔婚再先 ， 拒绝退还彩
礼。 为此， 小赵来到天通苑
南法律援助工作站咨询， 对
于彩礼有无相关规定？ 能把
彩礼要回来吗？

法律分析：
根据 《婚姻法解释二》

第十条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
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 如果
查明属于以下情形， 人民法
院应当予以支持： 1、 双方
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2、
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
未共同生活的； 3、 婚前给
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的。 也就是说， 返还彩礼是
有法律依据的， 但是， 返还
数额并不等同于彩礼全额。
具体返还多少， 在司法实践
中由法院酌情决定。

对于彩礼纠纷的解决，
首先是要确定彩礼的范围，
婚姻双方在婚前赠与财产大
致包括以下几个过程： 双方
见面赠与见面礼， 双方确定
婚姻关系后订婚时送彩礼，
农村叫过段钱； 双方准备结
婚选订结婚日期送彩礼， 农
村叫送日子钱； 举行婚礼前
送嫁妆钱， 或送金银首饰，
电器物质， 或购房子钱； 举
行婚礼时过桥过路钱等； 另
外还有双方共同生活花费
及 置办酒席钱 。 由于双方
当事人在认知角度上的不
同， 在司法实践中， 这往往
也是争议的焦点 。 一般而
言， 双方共同生活花费和置
办酒席， 互赠礼物不算入彩
礼范围内， 对于非金钱的彩
礼， 比如首饰， 家电等， 如
果确实为一方所提供， 可以
认定为彩礼， 进行分割， 或
作价补偿。

就本案而言， 小赵家庭
情况不好， 彩礼是四处筹借
到的， 已经因彩礼导致赵家
生活困难。 而且双方未办理
结婚登记手续也未共同生
活， 所以小赵的主张应得到
支持。 赵家给付刘家的现金
和首饰、 家电应全额返还，
而两家置办酒席的花费和两
人交往中的花销不必返还。

单位无法证明员工不称职赔偿21万
入职四年按时完成多项软件开发任务 却因客户投诉其外语沟通不畅被辞退

哪些彩礼需要返还？

昌平区司法局

单位以不符合条件辞退我，合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