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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美美哒”美甲师起诉平

台遭败诉

“美美哒” APP是由某生活
服务公司运营的美甲服务互联网
平台， 该平台可线上预约美甲师
提供上门美甲服务。 美甲师冯某
在2014年年底与经营 “美美哒 ”
APP的某生活服务公司签订 《信
息服务协议》。 根据合同， 冯某
利用平台获得服务订单信息， 并
为经由平台下达订单的用户提供
美甲服务。

近日， 冯某等56名美甲师提
出劳动仲裁申请， 要求确认与某
生活服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仲
裁委员会裁决认为双方不构成劳
动关系， 冯某等人又起诉到北京
市朝阳法院。

冯某说， 自己经过了入职的
面试和培训， 然后才进入了公司
成为美甲师。 “美美哒” 平台规
定 美 甲 师 的 休 息 时 间 ， 一 个
月 有 四 天 ， 如 需 请 假 ， 必 须
在 平 台 上 请假 ； 实际工作中 ，
客户下单后， 公司的客服向美甲
师发送客户信息， 如果拒单， 要
罚款100元 ， 美甲师私下接单 ，
也会被罚款。

但是公司一方认为， 公司和
冯某等美甲师是合作关系而非劳
动关系。 公司不对美甲师进行考
勤管理， 不安排美甲师的休息时
间。 最终， 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
并结合双方证据情况认定双方不
具有劳动关系， 判决驳回冯某等
人的诉求。

“好厨师”注册厨师称被
非法解雇获支持

同样是互联网服务公司 ，
“好厨师 ” APP的注册厨师孙某
等人也将公司起诉至法院， 称遭
非法解除劳动合同。 “好厨师”
APP是由某信息技术公司运营 ，
该平台可以在线预约厨师上门提
供烹饪服务。

孙某等14人表示， 他们经过
面试、 “试菜” 后凭身份证、 健
康证等入职该信息技术公司， 双
方约定底薪加提成、 工资发放周
期等， 公司有考勤纪律、 奖惩制
度， 经培训后按照排班表， 到客
户处提供烹饪服务， 并需完成公
司要求的宣传及办理会员卡的任
务。 入职2个多月后， 公司要求
倒签 《合作协议》， 协议内容为
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孙某等
7人被迫签订了该协议， 朱某等7
人拒绝签字。 公司仍调整厨师薪
酬为零底薪， 发放提成。 孙某等
人提出签订劳动合同以及缴纳社

会保险， 公司不同意。
而该信息技术公司认为， 公

司就是信息提供方， 与孙某等人
签订的 《合作协议》 已明确双方
不是劳动关系 。 厨师不需要坐
班， 没有考勤。

法院支持了孙某等人的诉
求， 判决该信息技术公司支付孙
某等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
金。 一审判决后， 信息技术公司
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期间， 双方
达成调解。

【解读】
为何相似案件判决相悖

“互联网服务平台从业者是
否是平台员工， 这要看平台与从
业者之间的依附关系。” 朝阳法
院法官肖唯告诉记者 ， “美美
哒” 和 “好厨师” 两个案件之所
以有不一样的判决， 就是因为从
业者与平台的依附关系不同。

在 “美美哒” 一案中， 法官
注意到冯某等人虽然通过该平台
获得服务信息， 接受业务信息的
“安排”， 但是冯某等人可自主选
择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 不需要
坐班， 没有专门、 固定的办公场
所， 无法确定冯某等人受某生活
服务公司的劳动管理。 而且， 从
双方陈述看出， 冯某等人的收入
是由客户支付， 某生活服务公司
只是扣除信息服务费。 并不是冯
某等人从事了公司安排的有报酬
的劳动。

然而， “好厨师” 一案中，
经营该平台的信息技术公司要求
孙某 、 朱某等人在固定地点报
到， 对他们进行考勤、 培训、 指
派、 调度及奖惩等。 除厨师工作
之外还要求厨师们进行宣传工
作， 按月发放较为固定的报酬。
“我们认为， 双方有较强的从属
关系， 虽然公司要求厨师们签订
协议， 排除劳动关系， 但是这种
情况下建立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
的特点。” 肖法官介绍。

【现场】
同一互联网平台 也有

不同用工方式

在朝阳法院采访时， 记者碰
到了前来打官司的前 “神州专
车 ” 司机常先生 。 他说自己被
“神州专车” 非法解雇。 “主管
嫌我运营少， 电话通知我和对班
别干了。” 常先生说， 作为员工，
他应该享受带薪的婚假、 年假，
公司还应该给他缴纳社保。

“神州专车” 的经营者是天
津安驾商务咨询有限服务公司。
公司一方的代理人介绍， 常先生
以前是他们公司的签约员工 ，

“他无故旷工， 我们才解除的劳
动合同。” 代理人还介绍， 神州
是他们经营的品牌， 作为互联网
服务平台， 神州系列有多种用工
方式， 有些司机是他们的职员，
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 车也是
由公司提供， “不仅给司机五险
一金， 还给油钱。” 而有些司机
与他们是合作关系， 是 “带车加
盟的司机 ”， “任何一个司机 ，
只要车符合我们的要求， 经过我
们的筛选， 都可以加盟。 但与我
们公司没有劳动关系。”

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赵
金涛介绍， 这两种用工方式差距
很大。我国《劳动法》及《劳动合同
法》 都有相关规定来保护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建立劳动关系后，劳
动者最基本的权益是用人单位应
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 包括养
老、工伤、医疗、生育、失业这五类
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 劳动者还
享受法定带薪假期， 如果发生工
伤，还有工伤的待遇。如果因职业
病丧失了劳动能力， 单位不能解
除与职工的劳动合同。 很多情况
下，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建立了劳
动关系，但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单位还有可能承担二倍工资责
任。 单位如果解除劳动合同 ，可
能还要给付赔偿或经济补偿金
“如果是加盟关系，那么单位就不

会有这些义务了。”

【数据】
从业者起诉确认劳动关

系仅37%获支持

根据白皮书 ， 朝阳法院自
2015年以来受理了188件互联网
平台用工劳动争议案件 ， 其中
61.2%的案件 ， 从业者要求确认
劳动关系。 在审结的171件案件
中， 超过84%的案件双方对是否
建立劳动关系存在争议。

从涉及的行业看， 朝阳法院
受理的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动争议
主要涉及服务业 ， 包括交通运
输 、 餐饮 、 居民服务等多种类
型， 涵盖司机、 厨师、 家政员、
美容美发师等职业。

从判决的情况看， 朝阳法院
判决的105件此类案件中， 确认
平台与从业者建立劳动关系的为
39件 、 占比37.1%， 确认双方建
立劳务派遣关系的为8件、 占比
7.6%， 认定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
的案件为58件、 占比55.2%。

【难题】
劳动关系确认成劳动者

维权难题

朝阳法院民五庭副庭长吴克

孟介绍， “一方面是互联网平台
规避雇主责任， 逃避用工责任，
损害从业者的劳动权益， 另一方
面平台用工管理粗放。 尤其是对
于不属于劳动关系的灵活型用
工， 往往缺乏书面、 明确的协议
约定， 导致双方从一开始便存在
误解， 埋下纠纷隐患。”

吴克孟还表示， 在互联网平
台用工样态下， 工作任务大多由
从业者独立完成， 在是否工作、
工作时间以及工作形式的选择
上， 从业者均有很大的自主性。
互联网平台往往只负责应用软件
的开发运营、 服务信息的整合推
送。 人事管理的若即若离、 报酬
获取方式的灵活多样、 业务范畴
的含混不清均给劳动关系的认定
带来了新的问题， 审判难度也进
一步提高。

朝阳法院发布的白皮书指
出， 面对互联网平台用工的新样
态， 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监管体
系均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互联网
平台企业试图排除劳动关系， 内
部管理粗放 ， 与从业者缺乏磋
商。 同时， 从业者法律意识、 风
险意识薄弱。 另外， 行业自律和
行政监管缺位， 劳动保障体系单
一等均是目前制约行业发展的主
要问题。

【建议】
劳动行政监管等部门应

关注新业态

针对以上问题， 朝阳法院白
皮书建议互联网平台的经营者要
对劳动关系用工和非劳动关系用
工进行精细化区分。 对于劳动关
系用工的， 要按照劳动法规的要
求签订劳动合同 、 建立社会保
障， 对于非劳动关系用工的， 要
与从业者进行充分沟通， 签订合
同明确权利和义务。

同时， 白皮书还建议行业自
律 性 组 织 出 台 适 合 不 同 用 工
类 型 的指导性文件 ， 劳动行政
监管部门建立互联网平台上线强
制报备机制， 加强用工合法性审
查和违法行为的督促整改、 行政
处置， 引导互联网平台企业依据
用工类型依法建立相应的社会保
障关系。

此外， 朝阳法院的白皮书还
建议将互联网平台从业者纳入工
会服务范围， 针对此类从业者展
开劳动法律知识的宣传。

互联网服务平台大量涌现， 从业者也越来越多， 与之
相关的争议也涌入了法院。 据统计， 朝阳法院自2015年以
来受理了188件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动争议案件， 2018年第一
季度就受理了13件。 从业者在服务类的APP上注册了账号
并提供劳动， 是否算入职平台企业， 成为了企业员工呢？
近日， 记者就北京朝阳法院发布的 《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动
争议审判白皮书》 采访了法官和律师， 对这种新类型的劳
动关系进行了解读。

网络平台从业
遭遇劳动关系认定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