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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两年的周艳杰， 因客户
终止服务合同被单位谱释祥企业
服务公司要求回家等通知再上
岗。 不料两个月后， 公司不但解
除了她的劳动合同， 还拒绝支付
这两个月的工资。

经过一裁两审，近日，周艳杰
的诉求最终得到了法律的支持。

员工：
让我等通知上岗
两月后被辞退

2015年 3月 1日 ， 经熟人介
绍， 40岁的周艳杰来到谱释祥企
业服务公司工作。 她说： “我们
公司主要是为签约的企业客户提
供全方位服务。 我入职后， 被公
司安排到F写字楼上班， 岗位是
客户维护员， 负责协调解决对客
户服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及时
收取服务费。 我的工资结构是基
本工资+提成工资， 如果不能按
时收取客户单位的服务费， 我的
工资就会受影响。”

2017年4月30日 ，F写字楼与
谱释祥企业服务公司终止服务合
同，双方于当日办理了交接手续。

周艳杰介绍： “我们公司在
F写字楼工作的员工有十来个 ，
大部分都是像我这种外地来京打
工的。 与F写字楼的服务合同终
止后， 公司让我们回家等通知。
大家以为单位在协调安排岗位，
在不给工资的情况下都耐心在家
等。 可到了6月30日， 公司业务
部刘经理突然通知我从即日起解
除劳动关系。”

她说， 在职期间她每周只休
息一天， 而且是轮休， 哪个岗位
缺人公司就让她顶上去。 对此 ，
她从没有怨言。 即使这样， 她每
个月的工资， 在扣除加班费后还
要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 此
外， 她还有几个月的提成工资没
发放。

于是 ， 周艳杰找到刘经理
说： “离开F写字楼后， 公司让
我回家等通知再上岗， 现在又不
用我了， 这两个月不能白等啊，
公司得支付工资。 另外， 要解除
劳动关系咱得把账算清楚： 把该
给我的提成工资都补齐了。”

刘经理当即拒绝了她这些要
求，后经数次协商也没有结果。于
是，周艳杰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
谱释祥服务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

系经济补偿金、2017年5月至6月
工资、 在职期间低于北京市最低
工资标准差额、提成工资等。

单位：
工资是劳动报酬
不劳动就没有工资

对于周艳杰的仲裁请求事
项， 谱释祥服务公司业务部刘经
理有不同看法 ： “工资是什么
呀 ？ 谁都知道 ， 工资是劳动报
酬、 劳动所得， 她在2017年5月
和6月没有付出劳动， 自然就没
有工资了。 这么简单的道理， 翻
来覆去地跟她讲， 还是说不通。
她明明在家里待了两个月， 却还
想让公司发给她工资， 哪有这种
美事啊！”

刘经理说， 周艳杰不光自己
到公司要工资， 还鼓动其他人到
单位闹： “公司领导商量后， 本
来打算给她一些经济补偿， 可她
胃口太大， 我们满足不了她啊。
原来为F写字楼服务的员工大部
分都找到新工作了， 得知周艳杰
把公司告了之后， 那些人也纷纷
申请仲裁。 这下， 单位领导更生
气了！ 因此， 她想要工资， 门儿
都没有！”

“我可没鼓动大家去公司
闹 。 我弟是我仲裁阶段的代理
人 ， 他说最好找几个同事做人
证， 我这才联系他们。 公司不给
工资， 侵犯了大家的合法权益，
他们申请劳动仲裁是理所当然
啊！” 周艳杰说。

维权：
请求被仲裁驳回
获一审法院支持

仲裁阶段， 因周艳杰证据不
足， 其仲裁请求被驳回。 接着，
她又到法院起诉。

法院开庭时， 刘经理作为谱
释祥服务公司的代理人出庭。 听
完周艳杰陈述诉求、 事实及理由
后， 他对法官说： “她讲的入职
时间、 工作岗位都属实， 但我们
在仲裁审理前已经向她支付了解
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没想到
她又把公司给告到法院来了。”

周艳杰反驳道： “经济补偿
的问题是解决了， 可我这次要的
是工资、 工资差额和提成， 这是
两码事。”

“2017年5月、 6月， 你没到
公司来工作， 没提供劳动， 所以
公司不同意支付工资。 另外， 你
的工资中没有提成这一项， 故公
司不同意支付提成工资； 你在职
时 每 月 工 资 都 超 过 北 京 市 最
低 工 资标准 ， 我们这儿有工资
表可以作证， 所以根本不存在补
发工资差额的情形。” 说着， 刘
经理向法庭提交工资表、 考勤表
作为证据。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周
艳杰气得脸通红： “表面上看每
月工资确实高于北京市最低工资
标准， 但那是因为我加班多。 如
果扣掉加班费， 就低于最低工资
标准了， 所以， 我要求公司支付
差额。”

随即， 周艳杰提供与公司财
务部人员沟通的电话录音、 微信
聊 天 记 录 、 工 资 卡 银 行 转 账
明 细 等证据 ， 证明其工资结构
为基本工资+提成工资。 刘经理
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但表示周艳杰的工资中不存在提
成工资。

公司一方提供的周艳杰在职
期间的工资表和考勤表证据， 上
面均有她本人签字。 其中工资表
记录的工资结构为： 基本工资+
加班工资+节日补助－社保=实发
工资。

周艳杰对这两项证据及上面
的签字均予以认可。 法官当庭进
行计算， 确认周艳杰每月得到的
工资在扣除加班工资后， 均低于
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 故对于周
艳杰要求公司支付低于最低工资
标准工资差额的请求， 法院予以
支持。

虽然刘经理一再强调周艳杰
的工资中没有提成工资这一项，
但他对周艳杰提供的与公司财务
部人员沟通的电话录音、 微信聊
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此两
项证据被法院采信。

根据录音内容， 可以认定周
艳杰的工资中应当包括提成工
资。 在录音中， 公司财务人员表
示提成工资应当由周艳杰与另两
个同事一起进行分配。 据此， 法
官认定谱释祥服务公司持有提成
工资计算数额的相关证据 。 然
而， 该公司拒绝提供该证据， 应
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故法院采
纳周艳杰关于提成工资的主张，
即谱释祥服务公司未支付她在职

期间部分提成工资， 她要求给付
上述提成工资的请求得到了法院
支持。

不久， 法院作出判决： 谱释
祥服务公司向周艳杰支付2017年
5月至6月工资、 在职期间低于北
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差额、
提成工资等共计2.1万元。

结果：
二审维持原判
单位支付2.1万元

谱释祥服务公司对判决不
服， 提起上诉。

二审开庭时， 双方就公司是
否应支付2017年5月至6月工资的
问题发生争论。 刘经理说： “我
单位与F写字楼于2017年4月30日
终止了服务合同， 这有两家单位
签订的 《终止服务合同协议书》
作证。 当天做完交接工作后， 我
们就通知周艳杰解除劳动合同
了。 所以， 在此后的两个月， 双
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我公司无需
向她支付工资。”

“以前你们说我没提供劳动
所以不给工资， 现在又说双方没
劳动关系， 你们的话怎么说变就
变啊？” 周艳杰很气愤： “要不
是等你们通知我上班， 我能待两
个月不去找工作吗？ 这两个月没
收入是你们造成的， 公司就得支
付我工资！” 说罢， 两个证人出
庭作证， 证明2017年4月30日公
司通知原在F写字楼工作的员工
都回家等通知再上班。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公司
主张于2017年4月30日已通知周
艳杰解除了劳动关系， 但没有提
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 而在一审
中公司对周艳杰提供的电话录
音 、 微 信 聊 天 记 录 的 真 实 性
予以认可， 根据上述证据内容，
可以认定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
间为2017年6月30日 。 因此 ， 谱
释祥服务公司关于2017年4月已
通知周艳杰解除劳动关系的上诉
理由， 法院不予采纳 。 2017年5
月、 6月， 双方的劳动关系处于
存续状态， 公司应当向周艳杰支
付工资， 故周艳杰要求给付2017
年5月、 6月工资的请求法院予以
支持。

近日，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本文中双方当事人为化名）

“两月后，等到的却是辞退通知”
□本报记者 王香阑

与客户终止服务合同后公司让员工回家等通知， 员工以为单位
在协调安排岗位， 在不给工资的情况下耐心在家等待， 没想到……

基本案情
22岁的小薇参加完学校的

毕业典礼， 就兴高采烈地来寰
宇物流公司报到。 上班的第3
天， 正赶上公司组织员工暑期
旅游， 她就报名参加了。

在东青旅行社安排下， 小
薇一行人参加了自费乘坐吉普
车项目。 正当她们欣赏大草原
美景的时候， 吉普车突然快速
拐弯并因失控翻到公路下面。

小薇头部被严重挤压受了
重伤， 整个头的右半部分需要
钢架支撑定型。 为此， 她前后
接受定型、 整形手术数十次，
缝针100多处。 更为严重的是，
她的双眼由于受强力压迫造成
失明。

交警部门查明， 司机董军
无机动车驾驶证， 其驾驶的吉
普车为无牌照报废车辆， 最终
认定： 董军负事故全部责任，
小薇无责任。

董军也受了重伤， 并被法
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 公司的人在小薇出事后
曾到医院看望一次。 对于小薇
的赔偿，公司认为，其与东青旅
行社签订了 《国内旅游组团合
同》，出了事应该找旅行社。 再
者， 小薇刚到公司试用3天，尚
不属于公司员工， 公司自然无
赔偿责任。 旅行社表示， 坐吉
普车观光是自费项目， 保险公
司都不管赔， 旅行社就更没有
理由负责了。

经鉴定， 小薇的赔偿指数
100％， 属二级护理依赖。

法院判决
在法院庭审本案时， 东青

旅行社表示， 其与董军签有租
车协议， 车祸事故直接原因是
董军无照驾驶报废车辆， 旅行
社不存在过错。

寰宇公司辩称， 小薇受伤
时尚处于试用期， 其工作能力
还没有得到公司认可就发生了
事故， 公司没有开除她就已经
很人道了。 况且， 公司与东青
旅行社签了合同， 全部损失应
由导致合同违约的第三人即董
军承担。

在看守所服刑的董军表
示，由于自己操作不当、无照驾
驶，给小薇造成伤害，其愿意刑
满释放后打工挣钱给予赔偿。

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依
法判决董军赔偿小薇各项损失
76万元， 旅行社对其中的30万
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由于董
军无赔偿能力， 经法院强制执
行， 东青旅行社支付了30万元
赔偿。

单位责任
从出事到现在， 3年多的

时间里小薇除了做手术就是打
官司， 一天班都没上， 此时，
她还是寰宇公司的员工吗？ 公
司是否应当承担这些责任？

为讨个说法， 援助律师帮
助小薇向仲裁委申请仲裁， 请
求确认其与公司存在劳动关
系， 并要求公司向其给付劳动
关系存续期间的生活费。

庭审中， 小薇提交了公司
聘用通知书、 岗位职责描述等
证据。 公司虽然否认双方存在
劳动关系， 但不能提供证据。
由此， 仲裁委裁决支持了小薇
的全部请求， 公司需向其支付
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基本生活费
及拖欠生活费的经济补偿金。

（丰台区司法局法援科陶立昕）

案情简介：
近日， 昌平区崔村镇某村村

民张大爷来到崔村法律援助工作
站进行咨询。 张大爷年满60岁后
从公司退休并领取养老保险金。
但约半年后， 公司由于技术工作
需要将张大爷长期返聘。近日，公
司提出与张大爷解除返聘关系，
张大爷对此没有意见， 但以返聘
五年为由， 要求公司给予离职经
济补偿金。 而公司认为张大爷领
取养老保险金后返聘， 不属于劳
动合同规定的可享受离职经济补

偿金的对象。张大爷想知道，公司
的理由成立吗？

法律解析：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7条规

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
工作的年限， 每满一年支付一个
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 六
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 按一年计
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
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按照此
条规定， 有权获取经济补偿的对
象是劳动者。 《劳动合同法》第2条
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

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
位等组织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
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 适用本法。 也就是
说， 只有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
系，才能适用劳动合同法，才能要
求用人单位支付对应的经济补
偿。 张大爷能否取得经济补偿的
关键， 在于张大爷与公司之间是
否是劳动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
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
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

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 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
当按劳务关系处理。 ”因此，张大
爷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属劳务关
系，不构成劳动关系。不能享受经
济补偿金待遇。

返聘多年能否获得离职经济补偿？

入职三天出车祸
所受损失如何赔？

公司称当时就通知解除劳动合同， 但因无证据佐证该主张被判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