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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2014年10月， 韩女士入职一

家知名医药公司并担任药店店
长， 双方还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劳
动合同。

2015年1月 ， 该医药公司又
与韩女士签订一个 “承包合同”。
依据这份承包合同， 韩女士向公
司交了20万元的保证金。 同时，
公司承诺： 一年承包期满即返还
保证金。 但是， 到了2015年8月
份， 该医药公司却与韩女士解除
了劳动关系， 并拒绝退还其交纳
的保证金。

2016年1月 ， 韩女士到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

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开发区劳仲
委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决。

韩女士不服仲裁结果， 向大
兴 区 法 院 提 起 诉 讼 ， 请 求 判
令该医药公司向其返还20万元
保证金。

法院判决
在大兴区法院审理本案时 ，

被告医药公司辩称， 其与韩女士
在合同中约定： 在2015年进行净
利润考核， 韩女士在该期间要完
成128万元净利润的目标。如果其
在一年内完成利润目标， 超出的
净利润归韩女士所有。相反，如果
全年利润目标低于128万元，其中
的差额要从20万保证金中扣除。

医药公司认为， 由于韩女士
在2015年前8个月完成的净利润
为负值， 即亏损， 所以， 公司根
据合同约定， 将其交纳的20万保
证金用于抵扣公司的利润损失。
鉴于公司扣除其保证金的理由合
理合法， 故拒绝其退还保证金的
请求， 法院审理认为， 用人单位
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
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本
案中， 该医药公司采取让员工交
纳20万元保证金、 利润差额 “多
退少扣” 的做法， 是将企业经营
的风险转嫁给劳动者承担， 此做
法有违公平原则 ， 存在明显不
当。 故判决该医药公司退还韩女
士20万保证金。

一审宣判后 ， 医药公司不
服， 认为其与韩女士签订有承包
合同， 由于韩女士没有完成净利
润指标， 依据承包合同约定将20
万保证金应用于抵扣净利润是有
合法依据的， 故向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北京市二中院审理后， 认为
一审法院经过依法审判作出的判
决合理合法 ， 终审判决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法官提示
针对本案出现的情况， 该案

审理法官认为， 维护员工经济利
益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之一。 只有
保障好员工利益， 企业才能获得

长足发展。
本案中， 韩女士是医药公司

员工， 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医药
公司与韩女士签订类似于 “对赌
协议” 的 “承诺书”， 要求韩女
士上交20万元目标利润保证金的
做法， 是将企业经营的风险转由
劳动者承担。 该行为违反了公司
应当诚信经营， 维护员工合法利
益的义务和责任， 也违反了用人
单位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的
法律规定。因此，法官还提醒劳动
者， 在找工作或是上班期间遇到
用人单位以各种理由要求劳动者
交纳费用的，要提高警惕，避免出
现财产上的损失。

毛希彤 闫俊慧 法官

近日， 12315平台接到市民
曹先生的投诉， 曹先生与其配偶
二人于2017年3月在一家名叫香
港保利得集团理财平台的APP上
购买了理财产品 （该平台实际属
于北京大华合顺商贸有限公司），
两人根据提示先后存入该平台
10200元。 一开始二人没发现不
妥， 后来发现钱并不汇入保利得
集团而是汇入了北京大华合顺商
贸有限公司。 2017年4月17日下
午3点左右， 香港保利得集团平
台突然关闭， 曹先生认为自己被
骗了。 曹先生从网上搜索相关信
息后发现， 全国类似自己这样被
骗用户非常多， 被骗用户已经成
立了维权群， 纷纷到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寻求帮助。

工商执法人员接到投诉后立
即到注册地检查， 检查发现该公
司并没有在注册地经营， 同时执
法人员多次通过该公司登记时的
预留电话进行联系， 均无法联系
到该公司或者公司负责人。 执法
人员将该企业按规定列入了经营
异常名录， 并将此结果告知曹先
生， 并建议其向公安部门报案。

首都工商在此提示大家， 通
过网络购买理财产品时应注意以
下几点：

1.消费者在购买理财产品
时， 一定要擦亮眼睛， 仔细筛选
甄别， 应该通过具有正规运营资
质的银行、 证券公司等开辟的网
络销售途径购买， 切勿在无任何
金融业务运营资质的网站或者
APP上购买。

2.消费者在浏览网页时， 不
要轻易相信网上弹出的广告栏，
尤其是具有高额利息回报的理财
广告。

3.请广大消费者理性选择
理 财产品 ， 并且牢记 “天上不
会掉馅饼” 这句话， 避免出现财
产损失。

4.一旦消费者发现通过网络
购买的理财产品出现问题时， 要
保留好网页截图、 转账证据等，
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延庆工商分局 闫狄

理财APP，
想说爱你不容易！

编辑同志：
我是一家彩印公司的工

人。 3年前， 我在车间操作
机器时手被夹伤， 公司为我
申报了工伤。 我在伤情相对
稳定后提出了劳动能力鉴
定， 鉴定结论为九级伤残，
公司为我调整了岗位。

现在， 我由于个人原因
想辞职。 可是， 我听说像我
这种情况在解除劳动关系后
可以领到一笔伤残就业补助
金， 在失业期间还可以按月
领取失业保险金。 请问是这
样吗？

读者： 甘禄

甘禄读者：
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 ，

应当区分对待。 我国的法律
是这样规定的：

《工伤保险条例 》 第37
条规定： “职工因工致残被
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
享受以下待遇： （一） 从工
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 标准
为： 七级伤残为13个月的本
人工资， 八级伤残为11个月
的本人工资， 九级伤残为9
个月的本人工资， 十级伤残
为7个月的本人工资； （二）
劳动、 聘用合同期满终止，

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
动、 聘用合同的， 由工伤保
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
补助金， 由用人单位支付一
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根据以上规定， 你构成
的是九级伤残 ， 若主动辞
职， 可以享受一次性工伤医
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
补助金的待遇， 但不能享受
失业保险待遇。

根据 《社会保险法》 第
45条和 《失业保险条例》 第
14条的规定， 领取失业保险
金应符合 以 下 三 个 条 件 ：
（1） 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
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
的； （2） 非因本人意愿中
断就业的； （3） 已经进行
失业登记 ， 并有求职要求
的。

这就是说， 工伤职工不
是基于本人意愿中断就业 ，
并且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的
其他条件， 在领取工伤医疗
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之
后， 还有权在失业期间享受
领取失业保险金等失业保险
待遇。 而伤残职工主动辞职
属于 “因本人意愿中断就
业”， 因此， 无权享受失业
保险待遇。

潘家永 律师

罗某与王某以普通合伙形式
经营一家家装企业， 后因各种原
因致使企业经营困难， 并拖欠了
职工共计10万余元的工资。

一年前， 罗某与王某吸收张
某以普通合伙人身份入伙， 但企
业经营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
相反还陷入严重资不抵债的境
地。 鉴于张某的经济条件明显好
于罗某、王某，员工李某近日要求
张某支付拖欠的工资，但被拒绝。

张某的理由是： 原拖欠工资
期间，他并没有参与合伙，这些欠
薪与他无关。 此外，张某还认为，
其与罗某、 王某的入伙合同已经
写明：此前的任何债务均由罗某、
王某偿还， 张某无需承担任何责
任。李某想知道：张某的说法是否
正确？

司法解释
张某的说法是错误的， 其必

须对入伙前企业所拖欠的工资承
担偿还责任。 其原因如下：

一方面，张某与罗某、王某就
张某入伙前企业所负债务承担的
约定无效。

《合伙企业法》 第44条第1款
规定， 入伙的新合伙人与原合伙
人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
入伙协议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从表面看， 新入伙人在加入
合伙企业时， 如果不想承担原合
伙人所承担的某些责任或不愿履
行原合伙人应当履行的某些义
务， 或原合伙人在接纳新合伙人

时， 不同意新合伙人享有原合伙
人所享有的某些权利或者新合伙
人自愿放弃某些权利时， 都可以
在入伙协议中作出约定。 依据该
入伙协议约定， 张某入伙前企业
所负债务均由罗某、王某偿还，张
某就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的约定有
效，其实不然！

因为，《合伙企业法》 第44条
第2款还规定，新合伙人对入伙前
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
任。 这就是说，债务属于例外，新
入伙人入伙时， 不能通过协议来
免除其对入伙前企业债务的偿还
责任。 鉴于拖欠的工资属于债务
的一种，自然也必须从其规定。

另一方面， 张某应当承担向
你们偿付工资的义务。

《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的合同无效。

由于张某与罗某、 王某的相
关约定违反了法律强制性的特别
规定，所以，该约定从一开始便对
第三人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张
某必须对所拖欠的工资承担无限
连带责任，即对罗某、王某经营期
间企业所拖欠的全部工资承担连
带偿付义务。当罗某、王某无力偿
还时， 张某有义务代为偿付全部
工资。

至于张某与罗某、 王某之间
的协议，只能作为张某向罗某、王
某追偿的依据， 而不能对抗员工
要求支付工资的请求。

房山区司法局

案情简介：
80多岁的老太太刘某与丈夫

于早年收养了一男孩张某。 因丈
夫早逝， 刘某一人将养子抚养成
人。 后张某无意中得知自己的身
世， 对养母除了给每月的赡养费
外不再过问日常生活。 而刘老太
太没有其它经济来源， 只能依靠
养子的赡养费生活。

今年8月底，养子张某外出游
玩期间遇车祸不幸去世。 在整理
遗物时发现张某生前留有书面遗
嘱一份，表明将个人全部财产，包
括2间房屋和5万元存款全部归其
30岁的亲子继承。

80多岁的刘老太太没有得到
养子一分钱遗产， 只能靠自身微

薄的存款度日。近日，她找到丰台
区司法局法援科， 想知道自己有
没有办法能从孙子那里追回点养
子的遗产以度过晚年。

法律分析：
法 援 科 工 作 人 员 认 为 ，刘

老 太 太 是 能 够 分 得 养 子 部 分
遗产的。

首先，《继承法》 第十条规定
“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
序：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
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本
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
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由此
可见， 即使刘老太太是张某的养
母，也有法定继承权，且是第一顺
序继承人。

其次， 虽然张某生前已立书
面遗嘱， 但鉴于刘老太太在养子
张某死亡后失去了生活来源， 且
已年过80、 早已丧失劳动能力，
根据 《继承法》 第十九条的规定
“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
有 生 活 来 源 的 继 承 人 保 留 必
要的遗产份额”， 以及最高人民
法院 《关于贯彻执行 〈继承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 规定 “遗嘱人
未保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
来源的继承人的遗产份额， 遗产
处理时， 应当为该继承人留下必
要的遗产， 所剩余的部分， 才可
参照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
因此， 养子张某的遗产应当对没
有劳动能力、 又缺乏生活来源的
养母刘老太太保留必要的份额，

剩余遗产再按遗嘱内容由其儿子
继承。

另外， 即使刘老太太养子张
某已去世， 养子的儿子仍对其有
法定的赡养义务。 根据《婚姻法》
第二十八条 “有负担能力的孙子
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
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
祖父母有赡养义务” 和第二十六
条“国家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养
父母和养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
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
规定”之规定，刘老太太的养子已
死亡，再无其他子女能赡养自己，
而30岁的孙子是有负担能力的，
所以， 刘老太太可要求孙子对自
己履行法定赡养义务。

丰台司法局 陶玲

与员工签“对赌协议” 公司被判退还保证金

原合伙人所欠工资
能否要求新合伙人清偿？

养子立遗嘱遗产全给孙子 养母逾八十如何安度晚年

伤残职工辞职后
能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