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昌平区司法局

基本事实：
2015年11月， 程媛被某教育

公司招聘为老师， 入职时双方未
签订劳动合同， 但约定试用期两
个月。 在试用期间， 程媛怀孕，
单位表示不能与怀孕人员签订劳
动合同， 但考虑到其情绪， 约定
暂时让她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
作。 2016年6月， 因单位拖欠工
资， 程媛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单
位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
赔偿、 支付欠薪。

庭审时， 单位称： “程媛来
我公司应聘， 只有在试用期满后
单位认为她合格了才能签劳动合

同， 否则就被淘汰。 可她在试用
期间怀孕并隐瞒此情况， 而隐瞒
怀孕事实不符合公司的招聘条
件， 因而公司不能与她签订劳动
合同。 不仅如此， 单位还要安抚
其情绪， 所以过错在员工一方，
故不同意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
倍工资差额赔偿。”

仲裁委裁决支持了程媛的请
求事项， 单位不服提起诉讼。 近
日， 法院经过审理， 判决教育公
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
差额、 欠付工资等共计2.2万元。

案件分析：
《劳动合同法》 第10条规定，

建立劳动关系， 应当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 已建立劳动关系， 未同
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自
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 这就是说， 无论试用期
长短， 用人单位都应当在员工入
职一个月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签订劳动合同， 与试用期没有必
然联系。 本案中， 教育公司认为
应聘者在试用期满被认为合格
后， 方能签订劳动合同， 这种观
点不符合法律规定。

另外， 单位认为程媛隐瞒怀
孕事实不符合招聘条件， 但目前
并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员工怀孕后
必须何时告知单位， 所以教育公

司不签订劳动合同的理由过于牵
强 。 依据 《劳动合同法 》 第8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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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法院判
决教育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
二倍工资赔偿。

程媛有证据证明单位未足额
支付工资 ， 单位反驳的证据不
足， 故法院采信程媛的主张， 依
据 《劳动合同法》 第30条 “用人
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
家规定， 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
劳动报酬” 的规定， 遂判决教育
公司支付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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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香阑

案情介绍：
李某于2011年与百善镇

某村村委会签订了厂房租赁
合同书， 合同约定租期10年，
年租金66000元， 未约定违约
赔偿责任。 李某于2017年2月
28日交付了本年度租金， 村
委会在6月初告知李某 ： 因
“疏解整治”， 该厂房需要拆
除， 并承诺给予李某10天进
行腾退。 但现在双方却因退
租问题产生纠纷， 来到百善
法律援助工作站咨询。 原来，
李某提出村委会应将6至12月
这七个月的租金退还， 而村
委会则表示虽然在6月份就要
求李某腾退， 但是实际上李
某一直占用厂房至7月底， 因
此只能退8-12月这五个月的
租金。

法律分析：
依据 《合同法》 第94条

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
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
同目的； （二） 在履行期限
届满之前， 当事人一方明确
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
将不履行主要债务 ； （三 ）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
务， 经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
内仍未履行； （四） 当事人
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
他 违 约 行 为 致 使 不 能实现
合同目的； （五 ） 法律规定
的其他情形。” 其中， 不可抗
力包括自然灾害 、 如台风 、
地震、 洪水、 冰雹； 政府行
为 ， 如 征收 、 征用等 。 因
“疏解整治” 工作导致合同不
能继续履行， 且村委会及时
提醒 李 某 厂 房 将 被 拆 除 ，
予 以 时 间进行腾退 。 因此 ，
合同缔约的双方当事人不承
担违约责任。

村委会在6月初告知李某
厂房需要拆除， 并给予10天
进行腾退。 但告知后至李某
彻底搬出厂房前这段时间 ，
李某是该厂房的事实占有使
用人， 因此终止合同时间点
应以李某解除占有使用的时
间为准， 而不是村委会下发
通知时间。 在本案中， 李某
一直占有使用该厂房至7月
底。 应当扣除李某6、 7月份
的租金， 退还剩余租金。

经 协 商 村 委 会 与 李 某
达成一致意见， 由村委会退
还李某8-12月期间五个月的
租金合计27500元， 双方再无
其他争议。

在 “疏解整治促提升 ”
工作期间， 百善法律援助工
作站积极发挥基层法律服务
“护航” 作用， 认真做好矛盾
纠纷排查化解 、 法律宣传 、
法律援助及咨询解答工作 。
截至目前， 共开展相关宣传5
次， 解答相关法律咨询35次，
参与纠纷调处8次， 参与百善
镇百善村、 吕各庄村、 上东
廓村拆除项目3个， 涉及29家
拆除建筑， 拆除建筑面积约
26万平方米， 总土地面积约
450亩。

女工讲述：
第二次被单位解除劳动关系

刘思然此次收到的 《解除劳
动关系通知书》 内容为： “我单
位于2017年8月8日邮寄给你的
《入职通知书 》， 其报到时间为
2017年8月14日， 而至今你仍未
按时来公司报到 。 根据我单位
《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第二章第
一项第5条规定： 连续旷工达3天
（含） 及以上的， 公司有权利辞
退本员工， 员工无条件协助人事
行政部办理离职手续， 以及第二
章第七项第五条1.6.1条规定：一
年内累计旷工达3天或连续旷工2
天者， 属于严重违反公司及门诊
有关规章制度， 公司有权利辞退
本员工，并不予支付经济补偿金。
综上所述， 我单位决定解除与刘
思然的劳动聘用关系。 ”该通知的
落款日期为2017年9月5日。

对于再次被单位解除劳动关
系， 刘思然说：“他们安排我到顺
义上班，估计也是算好我去不了，
然后，以此为由来解除劳动关系，
我觉得单位这么做太可笑了！ ”

刘思然介绍说， 9月6日， 单
位人力资源的一个员工曾给她打
电话， 确认她是否换了手机号 。
她说自己不会放弃合法权益， 要
继续维权， 目前已就2015年12月
4日被辞退后的工资、 生育津贴、
生育医疗费等相关权益申请了劳
动仲裁。 接到第二次被解除劳动
关系通知书后， 她说正在与律师
商量， 可能会第三次申请仲裁。

记者调查：
扑朔迷离的企业关联关系

“我入职、 上班、 签订劳动
合同都是在北京市朝阳区九龙花
园 ， 这儿的德美诊联是总公司
（现在已搬到朝阳区金海商富办

公 ）， 它另外在北京市的顺义 、
国贸 、 西城区黄寺大街 、 中关
村、 望京等地有5家分公司。 入
职时之所以要以北京友好创嘉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蓝天苑门诊
部的名义跟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是因为卫生部门规定要以门诊的
形式进行营业， 上面必须有一个
公司作法人。 当时德美诊联可能
还没有注册下来， 他们有一个空
壳公司在友好创嘉， 是以它来经
营的。 另外， 只有蓝天苑门诊部
有内外科、 中西医等那么多经营
内容， 其他5家分公司一般都只
是医疗美容。” 刘思然介绍， 因
她在公司总部上班 ， 以管理为
主， 主要做客户管理部门的搭建
工作。

记者从工商部门企业注册登
记信息查询了解到， 北京友好创
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12年3
月在顺义区成立， 由德美诊联医
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自然人共
同投资。 同年6月， 又在顺义区
成立了分支机构———北京蓝天苑
门诊部， 其经营范围包括内科、
外科、 妇产科、 妇科专业、 口腔
科、 皮肤科， 销售日用品、 化妆
品等等。

2016年4月至6月， 德美诊联
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相继在北
京投资注册成立了黄寺 、 中关
村、 国贸、 望京等4家医疗美容
诊所。 同年8月， 又投资成立了
北京德美诊联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 注册住所为西城区黄寺大
街， 经营范围为企业管理， 经济
贸易咨询。

记者注意到， 面试刘思然并
将其招聘进公司的德美诊联人力
资源总监刘菲， 在上述6家公司
的工商登记信息中均显示她的职
位为监事 ， 林延峰为公司的法
人、 负责人。

经了解， 德美诊联医疗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是由上海复旦张江

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企
业共同投资在上海自贸区成立
的， 主要经营医疗投资管理、 健
康产业管理、 项目投资、 资产管
理、 投资咨询、 商务咨询、 医疗
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等内容。

律师说法：
单位再次解除劳动关系属违法

以德美诊联公司的名义招聘
了刘思然， 她实际做的也是这家
公司的工作内容， 但劳动合同却
是与蓝天苑门诊部签订的， 而该
门诊部的注册地在顺义， 单位若
以这个理由将刘思然安排到顺义
工作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赵紫
安律师说： “单位在没有确定具
体的工作岗位和待遇的情况下，
以旷工理由再次发出解除劳动合
同通知书，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因为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应该是
以刘思然以前的工作岗位和工作
地点、 待遇为原则， 单位在双方
对这个问题未达成协议之前， 或
者没有按照原劳动合同安排工作
之前， 就认定刘思然旷工应该是
一个错误的做法， 也是违反法律
规定的解除。”

赵律师说， 在这起劳动争议
案件中， 刘思然试用期期满后月
薪1.2万元，这样的工资算是比较
高的， 其怀孕后肯定会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工作。因此，公司认为不
值就解除了劳动关系。当然，公司
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很牵强，经
过一裁两审被确认违法。

“本案中， 公司认为即便是
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也无法继续
履行， 该主张得到一审法院的支
持。 这样一来， 公司承担的违法
成本仅仅是经济赔偿金， 赔偿数
额只有1.2万元 。 而刘思然受到
的影响就大了。 因为， 在劳动合
同解除后， 她在怀孕、 分娩、 哺

乳期间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和社会
保险保障， 而公司却不必为此负
责， 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赵律
师说。

赵律师说， 继续履行劳动合
同的含义， 应该是继续履行解除
劳动合同之前的合同， 职工原来
工资待遇、 工作地点和工作岗位
等不能改变。 即便因客观情况发
生重大变化， 需要调整工作地点
和工作岗位的， 用人单位应合理
调整。而合理性的判断标准，必须
基于用人单位的经营必要性、目
的正当性， 调整后的岗位为劳动
者所能胜任、 工资待遇等劳动条
件无不利变更， 调整的目的绝对
不能带有侮辱性和惩罚性。 而刘
思然的劳动合同的履行地在朝阳
区， 公司目前在朝阳区仍设有经
营部门， 而公司将其调整到上班
距离比较远的顺义区，显属不当。

对于签订劳动合同的主体，
按照法律的规定， 关联企业之前
的劳动关系应以实际签订劳动合
同的主体为准， 如果形成混合用
工， 则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依据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关于审
理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
解答》 第6条规定， 对于工作地
点， 劳动合同约定了北京， 但是
双方劳动合同已实际履行一段时
间， 应当以实际履行地确定工作
地点。 用人单位不得仅以工作地
点约定为 “全国”、 “北京” 等
为由， 无正当理由变更劳动者的
工作地点。 赵律师认为， 二审法
院判决后， 单位安排刘思然到顺
义上班， 在其未去的情况下再次
解除劳动关系， 该做法有悖法律
规定， 属于违法解除。

截至发稿时， 记者再次联系
德美诊联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董
青要求采访， 但未得到回复。

本报将继续关注此事的进
一 步 发 展。

9月8日， 本报刊登 《法院判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单位安排员工到远郊上班 胜诉员工： 单位是否故
意刁难？》 一文后， 受到广泛关注。 当天下午， 被辞退女职工刘思然告诉记者， 她收到单位通过快递发来
的 《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 “这是继2015年12月4日被辞退后， 公司第二次与我解除劳动关系了。”

《胜诉员工： 单位是否故意刁难？》 报道追踪———

单位与员工再次解除劳动关系
不可抗力致租赁难继续
租金退还应以实用为准

试用期内怀孕， 单位拒签劳动合同赔2.2万元
□本报记者 王香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