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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大众消
费观念的转变， 越来越多的消
费者选择外出旅游这一娱乐方
式来度过我们的各个假期， 旅
游行业已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
密不可分。 暑期已悄然来临，
现正值旅游高峰期， 许多家长
都带着孩子在这个时间出游，
选择一个正规的旅行社作为出
行的保障， 也是重中之重。 与
此同时， 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在遇到消费纠纷时能保持理性
心态， 合理解决消费纠纷。

一是旅行参团需慎选旅行
社 。 消费者应当选择证照齐
全、 规模较大、 信誉较好的旅
行社参团， 签订规范的旅游合
同， 对一些容易引发纠纷的事
项， 如自费项目、 住宿及餐饮
标准等也要在合同中明确约
定， 同时要索要缴费发票。 特
别提示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时应
仔细阅读合同条款， 尤其是违
约责任部分， 遇到 “中途临时
性退团团费一律不退”、 “此
线路如不成团， 旅行社将提前
两天 （含出发当天 ） 通知改
期、 改线或全额退回团款， 不
作任何赔偿。” “合同一经签
订且付全款， 团队机票、 列车
票 、 船票即为出票 ， 不得更
改、 签转、 退票。” 等违法表
述时， 一定要向有关部门进行
举报， 使自身的合法权益免受
侵害。

二是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夏季高温多雨， 消费者在出游
前应提前对旅游目的地的天气
状况进行查看， 做好防暑、 防
雷、 防雨准备； 在游览地势险
要的自然景观时， 要特别留意
警示标志； 旅行途中保管好个
人财物和身份证、 护照等重要
证件， 防止丢失所带来的经济
损失。

三是自助旅游未雨绸缪。
在自助出游前要制定必要的出
行计划并及时掌握旅游目的地
天气状况、 道路通达情况， 在
预订酒店及景点门票时应注意
退订条件。

四是防范旅游陷阱。 消费
者在旅游中应提高警惕， 购买
正规渠道销售的门票， 不要轻
易相信景区内任何经营者的旅
游项目承诺， 避免在旅游景区
购买珠宝、 玉器和字画等较贵
重的纪念品， 如购买纪念品请
索要发票或收据。

五是文明出游， 塑造良好
形象。出游前请认真阅读《中国
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
和《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文
明行为指南》，自觉践行文明旅
游，塑造良好旅游形象。

六是理性解决消费纠纷。
旅游途中如遇纠纷， 消费者切
勿采取罢乘、 擅自离团等过激
行为， 以免扩大自身损失， 应
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 依
法与旅行社协商解决， 协商未
果应保持理智并保留好权益受
到损害的有力证据， 依法向旅
游业主管部门 、 当地 12315、
消协等部门进行投诉。

（延庆分局 孙沙沙）

□本报记者 赵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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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
签不签劳动合同、 缴不缴社保、
发不发工资等事项必须按照法律
规定进行， 不允许任何用人单位
自由行动。 但在发多少工资、 采
取什么样的形式发工资方面， 只
要劳动者领到的工资不低于最低
工资标准， 其他都是放开的。 因
此， 刘莉所在的一家大型建筑公
司进行过很多尝试， 最终形成了
“基本工资+绩效考核奖励 ” 的
工资激励模式。

由于对 《劳动合同法》 《工
资支付暂行规定》 等法律法规有
所了解， 所以， 刘莉辞职时没有
向公司索要经济补偿。 可是， 公
司在她交接工作完毕后， 却不支
付她应得的离职前3年的绩效奖
励工资， 并说发不发绩效工资由
公司决定， 公司不给她这些钱她
就不应该要。

刘莉认为， 公司虽然有权决
定是否发放绩效工资， 但在公司
明文规定发放绩效工资的前提
下， 她作为企业员工就有权享受
这些待遇。 于是， 她要求公司支
付这笔钱。 被公司拒绝后， 双方
打起了官司。 8月7日， 二审法院
终审判决， 公司向其支付2014年
到2016年期间3年的绩效工资合
计36155.75元。

员工因私提出辞职
公司未付绩效工资

在校就读土木工程专业的刘
莉， 2010年大学毕业时与参加校
园招聘的北京一家大型建筑施工
企业达成就业协议。 入职后， 双
方签订了期限为2010年7月24日
至2012年7月23日止的劳动合同。
合同约定其工作岗位是业务主
办， 月工资为基本工资7000元 ，
外加绩效考核奖励等。 合同到期
后 ， 双方又续签了一次期限至
2017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 各
项待遇条件均未改变。

2016年11月2日 ， 刘莉家庭
条件发生变化需要到外地工作。
她以个人需要向公司书面提出解
除劳动合同请求， 因交接手续繁
琐， 她工作至2017年1月6日离开
公司。

“按照 《劳动合同法》 相关
规定， 我主动提出辞职不能要求
公司支付经济补偿， 所以， 我就

没有提这方面的要求。 但是， 我
在职期间的绩效工资有3年没有
发放。” 刘莉说， 她初步算了一
下， 按照公司文件规定， 公司应
向她支付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
12月31日期间的绩效奖励数额为
50562元。

刘莉认为， 公司应当按照文
件规定执行 ， 向她发放这笔工
资 。 可是 ， 公司拒绝了她的要
求。 公司的理由是： 发不发绩效
工资属于企业的经营自主权， 公
司现在不向她支付这笔钱， 她就
无权索要。

“我认为公司的说法不正
确。 公司发放上述年份的绩效工
资是有文件规定的， 这些文件是
通过公司职代会通过的， 是具有
法律效力的文件。” 刘莉说， 其
他员工都通过公司规定领到了绩
效工资， 唯独她因为离职领不到
这些钱不公平！

只要符合发放条件
员工可获绩效奖励

与公司讲不清道理， 刘莉决
定向仲裁机构申请劳动争议仲
裁。 为确保万无一失， 她经多方
打听来到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
助与研究中心寻求法律上的帮
助。 该中心通过审核认为她符合
法律援助条件， 遂指派高军生律
师为她提供免费法律援助。

2017年5月3日， 高律师代她
起草了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 申
请事项只有一项， 即请求公司支
付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
日期间的绩效奖励50562元。

在仲裁庭审中， 公司辩称，
绩效奖励与固定工资不同， 法律
并没有明文规定企业必须发放绩
效奖励， 企业可以自主决定绩效
奖励的发放条件 ， “发不发 ”
“如何发” 均由企业说了算 。 公
司设置绩效奖励工资的目的， 在
于将员工薪酬收入与个人业绩挂
钩， 全面体现多劳多得原则。 刘
莉作为一个离职员工， 是无权享
受这项待遇的。 如果公司为她发
放这笔工资， 就失去了公司以此
刺激员工干事创业积极性的目
的， 客观上也无助于企业经营目
标的实现。 更为重要的是， 发不
发这笔钱是公司的经营自主权，
公司决定不发就不发， 没有什么

理由， 也不必给出什么理由， 这
个权力是不容侵犯的。

刘莉说， 虽然发不发绩效奖
励是企业的经营自主权， 但是，
如果企业明确了绩效奖励发放条
件， 且员工符合相应的条件， 那
么 ， 该员工就有权享受这项待
遇， 公司也应当向其发放绩效奖
励。 她所要求的是自己在职期间
的绩效奖励， 其在职期间保质保
量按时完成了自己担负的所有工
作任务， 因此， 应当享受相应的
待遇。

仲裁委审理后于2017年7月
18日作出裁决： 被申请公司于本
裁决书生效之日起7日内， 支付
申请人刘莉2015年至2016年绩效
奖励工资28235.25元。

拿到裁决书后， 刘莉对裁决
结果满意。 但是， 高律师认为，
该裁决未支持2014年的绩效奖励
依据不足， 建议她及时向法院提
起诉讼。

公司文件前后矛盾
员工诉求全获支持

在法院庭审中， 刘莉说， 依
据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9条
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依法解
除劳动关系或终止劳动合同时，
用人单位应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
同时一次付清劳动者工资。 本规
定同时规定， 用人单位可通过与
职工大会、 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
他形式协商制定内部的工资支付
制度。 据此， 她要求公司支付其
在职期间的绩效奖励工资合法有
据， 应予支持。

针对自己的主张， 刘莉提交
了3份公司制作的文件。

其一是公司2014年1月2日印
发的4号文件，题目是《公司员工
绩效考核管理（试行）办法》。该文
件第二十条规定： ……员工全年
事假累计超过30天， 扣发全年绩
效奖励的50%； 全年事假累计超
过45天，扣发全部绩效奖励。

其二是公司2014年11月13日
印发的132号文件， 题目是 《薪
酬福利标准表 》 。 其内容载有
“年度累计事假天数达30日 （含）
以上的， 取消当年度绩效奖励和
年底加薪” 等内容。

其三是公司2015年1月10日
印发的1号文件， 题目是 《关于

开展2014年度员工绩效考核工作
的通知》。 该文件内容载有 “依
据 《公司员工绩效考核管理 （试
行） 办法》 规定， 现就组织开展
2014年公司员工绩效考核工作通
知如下……” 等内容。

公司认可上述文件的真实
性， 但主张刘莉于2014年1月1日
至3月18日期间未提供劳动， 依
据 132号 文 件 不 应 享 受 2014年
绩效奖励。 就此主张， 公司向法
院提交了2014年1月至3月的考
勤表。

高律师仔细看过考勤表后提
出二点意见。

一是双休日、 法定节假日属
正常休息时间， 不应计算为刘莉
的事假。 根据公司4号文件规定，
2014年累计事假超过45天不享受
2014年度绩效奖励。 但公司提交
的考勤显示， 刘莉当年1月至2月
为事假， 3月1日至18日为全勤。
如果扣除1月、 2月份的法定节假
日、 双休日， 刘莉缺勤天数为39
天， 并未超过45天， 因此， 公司
不支付2014年绩效奖励缺乏事实
依据。

二是2014年的绩效发放规则
不同于2015年、 2016年的发放规
则， 应适用当年的发放规则。 因
此， 根据公司1号文件规定， 应
适用4号文件对员工进行考核 ，
适用全年事假累计超过45天扣发
全部绩效奖励这个标准， 而依这
个标准， 公司扣发刘莉2014年绩
效奖励是错误的。

遗憾的是， 一审法院并未采
纳律师的意见， 判令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7日内， 向刘莉支付2015
年至2016年度绩效奖励28675.25
元， 驳回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看到法院判决较仲裁裁决又
多了440元， 刘莉表示接受 ， 不
想再打官司了。 高律师认为一审
判决的理由不能令人信服， 建议
她在法定期间内提起上诉。

刘莉上诉后， 二审法院认真
审查了高律师的代理意见。 在查
明的事实与一审完全一样的情况
下， 二审法院终审判决： 维持原
审判决， 由公司向刘莉支付2015
年至2016年度绩效奖励28675.25
元。 同时， 判决公司向刘莉再支
付2014年度绩效奖励7480.5元 。
两项合计36155.75元。 至此， 全
案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是否发放绩效工资 企业有权自主决定

常律师：
您好！
最近， 我所在的公司已经有

两个月没发我们员工工资了， 问
了公司财务那边说公司有了回款
就发， 人事也说一有工资就发，
让大家稍微等一等， 能够体谅一
下公司 。 可是我真的不能再等
了， 我也不是不想等， 最近家里
经济紧张 ， 我也去问了几家公
司， 有公司也愿意让我去他们单
位工作。

请问我以单位不发工资为由
向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我还
能一起说应该支付给我经济补偿

金吗？ 我毕业后就一直在这家公
司， 工作三年四个月多了， 请问
我的经济补偿金有多少？

答：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 第三十八条、 第四十六
条、 第四十七条规定， 用人单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劳动者可以
解除劳动合同： （二） 未及时足
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
支付经济补偿： （一） 劳动者依
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
合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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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
所在直辖市、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
府 公 布 的 本 地 区 上 年 度 职 工
月 平 均工资三倍的 ， 向其支付
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
资三倍的数额支付， 向其支付经
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
年。 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
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
均工资。

据此， 您因用人单位未及时
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解除劳动合
同， 根据您的描述公司应当支付
经济补偿金， 经济补偿金为三个
半月的工资。

公司文件“打架” 员工讨回3万绩效奖
暑期旅游需谨慎
理性选择免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