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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懂技术又会经营的专
家， 苏国富从省农科下海后应聘
到北京一家物种科技公司担任高
管。 按照约定， 该公司应当每年
给予其年薪40万元。 实际上， 该
公司却与另外两家关联公司轮换
使用他， 让他在每个公司工作的
时间都不足一年。

三年后， 因公司一直未兑现
原来的承诺 ， 苏国富提出了辞
职。 当他要求公司支付相应待遇
时， 三家公司联合起来应对， 先
是否认与其存在劳动关系， 接着
否认欠薪， 后来还不承认他有休
年假的权利。

一气之下， 他提出总额达98
万余元索赔要求。 经法院审理，
3月9日， 法院终审判决三家公司
连带赔偿其绩效工资、 奖金、 未
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及未休
年假工资等合计83万余元。

不按约定支付工资
公司高管辞职索赔

苏国富今年55岁， 1983年分
配到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
所工作。 此后， 他带着技术创业
取得较好业绩。 2014年6月4日，
他入职北京这家物种公司工作，
担任公司销售高管。 2016年11月
1日， 物种公司又将其派遣至育
种公司工作。

“我接触到的所谓的物种公
司、种业公司、育种公司，是三个
牌子，一套人马，统一受物种公司
管理。 ”苏国富说，公司与他约定
年薪40万元，其中包括基本工资、
绩效工资两部分。实际上，从入职
至2015年9月30日，他每月基本工
资是2.5万元， 自2015年10月1日
起每月涨至2.65万元。

“公司与我约定， 绩效工资
按年度发放， 但从未发放过绩效
工资。” 苏国富说， 公司给定的
奖金也是按年度发放， 但未明确
奖金发放标准， 他在职3年收到
两次资金， 即每年10万元， 差一
年未发放。

“对我没有考勤要求， 且考
勤情况与工资不直接挂钩。” 苏
国富说， 因物种公司一直未支付

其绩效工资， 且其发现公司运作
不合法、不正规，故于2017年3月
27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物种公
司提出辞职， 物种公司通知其于
当年4月30日双方解除劳动关系。

此后， 苏国富以要求物种公
司支付绩效工资、 未续签劳动合
同二倍工资差额、 解除劳动关系
经济补偿金、 奖金为由向仲裁委
提出申请， 仲裁委裁决驳回其全
部申请。

员工举证混同用工
三家单位极力撇清

苏国富不服裁决， 在法定期
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
判令物种公司、种业公司、育种公
司向其支付2014年6月4日至2017
年4月30日绩效工资、2016年7月1
日至2017年4月30日期间奖金 、
2016年6月4日至2017年4月30日
未续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未休
年假工资等共计98万余元。

法院庭审时物种公司辩称 ，
苏国富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 不
同意他的诉讼请求。

种业公司辩称， 苏国富2014
年6月4日入职本公司。 入职后，
本公司多次找他签订劳动合同，
但他以种种理由推脱。 2017年3
月27日， 他又称不适应公司的运
作， 主动提出辞职。 由于本公司
已足额支付工资且苏国富的诉讼
请求超过诉讼时效， 故不同意其
诉求。

育种公司辩称， 其与苏国富
不存在劳动关系， 不同意他的诉
讼请求。

苏国富提交银行交易记录载
明， 2016年8月以前， 其工资由
种业公司支付， 此后由育种公司
支付。

苏国富称其与物种公司存在
劳动关系， 但物种公司、 种业公
司、育种公司是混同用工。 另外，
其自入职后除2015年休过8天年
假外，未休年假天数为30天。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 苏国富
向法院提交了 《聘用意向书 》。
该意向书载明： 尊敬的苏国富先

生， 我公司已意向决定聘用您担
任种业公司高层管理 （主管销
售） 职务， 工作地点在北京。 聘
用期间为两年； 您的工作直接向
种业公司总经理汇报， 由其负责
安排您的具体工作任务， 并评估
您的工作表现。 年薪40万元， 包
括基本工资和以完成公司的年度
销售计划和管理目标情况为绩效
考核指标的绩效工资。 奖金 （以
之前与种业公司总经理口头协商
为主）， 根据公司相关政策， 结
合公司业绩和个人表现， 每年给
予浮动奖金。

物种公司在该意向书上加盖
公章。 苏国富在应聘人处签名。
同时， 该意向书还载明： 本人同
意接受上述条件， 自愿加入物种
公司。

物种公司、 种业公司认可该
证据的真实性， 但极力否认彼此
存在混同用工。 两家公司表示，
种业公司没有人力资源人员， 物
种公司与种业公司有业务合作关
系， 故种业公司委托物种公司招
聘人员 ， 两家公司可以互用公
章。 由于工作人员失误， 在本应
加盖种业公司公章的意向书中加
盖了物种公司的公章。

聘书邮件还原真相
关联用工连带赔偿

在法庭上 ， 苏国富继续举
证， 并提交一份 《关于员工隶属
关系变更》 的电子邮件。 该邮件
是物种公司人力资源部龚某2016
年10月24日发出的， 收件人是员
工群， 其内容是： 各位同事， 因
集团发展需要， 自2016年11月1
日起种业公司业务及隶属人员调
整至育种公司。 劳动合同将陆续
进行公司名称的变更。 社保及住
房公积金也转移至育种公司。

物种公司、 种业公司、 育种
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 并
表示龚某不是物种公司的员工，
而是育种公司的人力资源专员。

物种公司还主张， 苏国富与
种业公司签订 《聘用意向书 》
时， 仍在山东某公司工作， 故该
《聘用意向书 》 不是劳动合同 。

2014年6月4日， 苏国富正式入职
种业公司， 种业公司与苏国富从
未约定过绩效工资和奖金。

法院审理查明， 种业公司与
育种公司股东有重叠， 种业公司
管理育种公司； 物种公司与育种
公司的董事为同一人。

由此， 法院认为， 从双方当
事人的陈述及调查结果看， 物种
公司、 种业公司、 育种公司具有
关联关系， 当事人签订的 《聘用
意向书》 具有劳动合同的构成要
件， 该份意向书具有劳动合同的
效力。 该意向书中虽约定苏国富
的职务是种业公司高层管理职
务， 但该意向书中明确载明苏国
富自愿加入物种公司， 且物种公
司在该意向书上加盖了公章， 故
确认苏国富入职物种公司后被派
往种业公司工作。

物种公司虽主张其是受种业
公司委托招聘苏国富， 但针对该
主张，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
故法院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信。

种业公司、 育种公司虽主张
系种业公司将苏国富派往育种公
司工作， 但种业公司并非劳动关
系中的用人单位， 不具有派遣苏
国富到其他关联企业工作的资
格， 故法院对于种业公司、 育种
公司这个主张不予采信， 苏国富
育 种 公 司 工 作 应 视 为 物 种 公
司派遣。

综上， 法院认定苏国富与物
种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物种公司
为用人单位， 种业公司、 育种公
司为实际用人单位。 据此， 依照
《劳动法》 第45条， 《劳动合同
法》 第30条第1款、 第82条规定，
法院判决物种公司于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支付苏国富相应期间绩效
工资255279.66元、 奖金83333.33
元、 未续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
额 383166.67元 、 未休年假工资
114942.53 元 ， 以 上 各 项 合 计
836722.19元 。 种业公司 、 育种
公司对物种公司的上述给付义务
承担连带责任， 驳回苏国富的其
他诉讼请求。

三家公司不服判决， 提起上
诉。 近日， 二审法院终审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有人招有人用从不让闲着 发工资奖金时却乱打折扣

案情介绍：
外来务工人员黎某在管某承

建的工地从事临时性垃圾装卸工
作， 2017年5月， 黎某在卸垃圾
过程中右手手指被砸伤， 治疗后
部分手指功能受损， 经鉴定为十
级伤残。 管某在垫付了全部医疗
费后， 双方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协
调未果， 共同来到北七家法律援
助工作站。

法律分析：
管某称黎某用手代替专业工

具卸垃圾，违背了操作规程，应该
自己承担事故责任， 自己帮其垫
付了医疗费已是仁至义尽。 黎某
承认因工具不顺手徒手清理垃
圾，但那是敬业的表现。

找到矛盾症结后， 工作人员
指出，《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五条
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
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 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
任。 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
到损害的， 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
承担相应的责任。

管某与黎某属雇佣关系，管
某对黎某未培训到位， 未为其提
供合理的劳动条件， 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 黎某在工作时缺乏对
自身安全的足够考量， 双方按照
各自对该损害的过错应承担相应
的责任。 最终管某与黎某达成了
协议，管某承担80%责任，黎某承
担20%责任。 由管某支付黎某护
理费、鉴定费、伤残赔偿金等共计
25000元。

□本报记者 赵新政

仨公司混同用工连带赔偿83万

农民工因劳务致己损害 雇主按过错承担责任
常律师：

您好。 我有一位同事， 中午
回家吃完饭后， 上班途中乘坐的
出租车与一辆私家车发生交通事
故 ， 经路人报警并拨打120后 ，
同事被送往医院抢救， 事故导致
同事右腿胫骨骨折， 公安交通管
理 部 门 出 具 的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认 定 书中认定私家车司机血液
中 酒 精 含 量 为 170.9mg/100ml，
属醉酒， 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出租车司机未检出酒精， 但承担
事故的次要责任， 同事酒精含量
为 130.8mg/100ml， 在事故中无
责任， 公司认为我的同事在家吃
饭时喝酒了， 不应该是工伤。 请
问我的同事可以向人保部门申请
认定工伤吗？

答：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保险法》 第三十七条规定， 职工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本人在工作
中 伤 亡 的 ， 不 认 定 为 工 伤 ：

（二） 醉酒或者吸毒。 其中 “导
致” 这一词眼， 明确了醉酒与事
故发生有因果联系， 即因职工的
醉酒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您的同
事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经
公安交通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
故认定书中不承担责任， 您的同
事当时虽处于醉酒状态， 但交通
事故的发生与醉酒行为之间缺乏
因果关系这一构成要件， 表明这
一事故的发生与您同事的醉酒无
必然联系。 据此， 您可以向人保
部门申请认定工伤。

【常律师信箱】

常律师信箱

lawyerchang@188.com

免费咨询热线：

13601074357

北京司法大讲堂
常鸿律师事务所 协办

编辑同志：
我入职到一家公司时 ，

约定的月工资为2200元， 所
有社会保险费用作为补贴
直 接发放给我 ， 共计每月
800元， 公司不再承担向有
关部门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
义务。

近日， 我与公司经协商
同意解除劳动合同， 可对于
应当按三年 给 予 我 3个 月
的离职经济补偿金， 公司
表示只能以实发月工资2200
元为基数计算。 我认为应当
按3000元发放， 理由是根据
《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
第四条之规定， 工资总额包
含补贴， 公司发放给我的社
会保险补贴也属于补贴， 因
此必须计入工资总额。

请问： 我的观点对吗？
读者： 柳如萍

柳如萍读者：
你不能要求将社会保险

补贴计入工资总额， 并以此
计算离职经济补偿金。

虽然 《关于工资总额组
成的规定 》 第四条中已将
“补贴” 纳入工资总额的组
成部分， 且没有对 “补贴”
具体范围加以限定， 但这并
不等于所有的补贴都属于工
资， 因为该规定第五条、 第
八条已经补充说明 “计时工
资是指按计时工资标准 （包
括地区生活费补贴） 和工作
时间支付给个人的劳动报
酬。” “津贴和补贴是指为
了补偿职工特殊或额外的劳
动消耗和因其他特殊原因支
付给职工的津贴， 以及为了
保证职工工资水平不受物价
影响支付给职工的物价补
贴。 …… （二） 物价补贴。
包括： 为保证职工工资水平
不受物价上涨或变动影响而
支付的各种补贴。”

与之对应， 工资补贴包
括生活费补贴和物价补贴，
是为了保证职工工资水平不
受当地物价影响所采取的
生 活保障措施 ， 其福利性
显而易见。 而国家建立社会
保险制度， 是为了保障劳动
者在年老、 疾病、 工伤、 失
业、 生育等情况下能够从
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
是个人风险的社会化分担，
具有公益性、 社会共济性，
本质上是属于社会保障， 不
属于生活费补贴和物价补
贴。 正因为如此， 社保补贴
不能作为经济补偿金的缴纳
基数。

值得一提的是， 《社会
保险法》 第十条、 第二十三
条、 第三十三条、 第四十四
条、 第五十三条， 已经将向
有关部门缴纳社会保险费用
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
或一方的法定义务和强制义
务， 因此， 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不能以约定方式， 把用人
单位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用直接发放给劳动者。

你与公司之间的相关约
定， 是对法律强制性规定的
违反，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六条之规定， 当属无
效。 本法第八十六条指出：
“劳动合同依照本法第二十
六条规定被确认无效， 给对
方造成损害的， 有过错的一
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颜梅生 法官

工资中包含社保补贴
离职经济补偿怎样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