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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区总工会律师调解员

宋丽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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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与职工同行

他们驻扎在各级工会,把矛盾化解
在基层；

他们守候在职工的身边，让纠纷解
决在职工的家门口；

他们在劳动争议纠纷中担负着“润
滑剂”与“中间人”的角色；

他们既能“据理力争”又能“不偏不
倚”；

他们讲法讲理， 也重视情感沟通,
种种剑拔弩张往往被他们的轻言细语
化于无形；

……
他们就是深受企业与职工信赖的劳

动争议调解员。
目前，有数百名劳动争议调解员活

跃在首都各级工会组织中，被称为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的一支“特种部队”。

劳动午报记者近日走到他们的工
作现场，聆听他们讲述各自在一线进行
舌战的锦囊秘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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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为： 赵培 高安富 刘光祖 张强

□本报记者 张江艳

□本报记者 刘欣欣

顺义区总工会劳动争议调解中心主任

王寅

调解要“据理力争”
也要“苦口婆心”

“我们每个月都是固定工资， 这个月突然少
发我3000块， 这是什么道理啊？” 前不久， 作为朝
阳区总工会派驻到朝阳区仲裁委员会的调解律师，
宋丽芹接待了这样一位年轻小伙子。 小伙子是宠
物医院的员工， 是一位 “90后”， 前脚收到工资，
一看少了3000元， 后脚就来到朝阳区仲裁委， 把
单位给 “告” 了。

经过和职工、 企业的沟通， 宋丽芹了解到，
这家宠物医院给员工的工资单上， 明确的写着工
资构成是基本工资、 岗位工资， 再加上绩效工资，
然而， 绩效工资却并没有具体的考核办法， 每个
月都是固定发放3000元。

“我们也是为员工考虑， 而且我们这个工作
性质， 考核起来也不是很方便， 所以一直都是按
固定数字发放的。” 医院的老板这样跟宋丽芹解释
道， “因为上个月他工作上有失误， 给企业带来
了负面影响， 所以才扣了他一个月的绩效工资。”
对于医院老板的说辞， 宋丽芹并不认可。 “在我
看来， 员工入职这么长时间， 一直都是这么发，
也没有进行考核， 就相当于是固定工资了。 如今，
突然不发了， 对于企业来说， 即使走到仲裁阶段，
也是存在问题的。”

宠物医院虽然有员工存在过失的证据， 但没
有量化的绩效考核标准， 此前也没有进行考核的
证明。 因此， 宋丽芹在调解过程中， 主张企业和

职工双方各让一步。 最终， 只用了3天的时间， 调
解工作就顺利结束了， 宠物医院将商议好的2000
元绩效考核工资现场支付给了员工。

不同于一般律师， 调解员的身份需要时刻保
持中立， 也需要更多的为企业和职工双方着想，
促进争议迅速化解。 对此， 宋丽芹已经有了自己
的心得。 “案件到了我的手里， 一定要尽快处理，
能反馈的尽快给职工反馈， 勤沟通， 这样才能让
职工心里踏实。”

“我还是挺喜欢做调解律师的， 可以接触到
很多第一手材料， 从专业角度上能够有所长进。
而且， 在调解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对我
的心态、 处事方法等， 都有很大帮助。” 宋丽芹笑
着说， 自己曾经是个急性子， 如果对方不及时反
馈就会着急。 如今， 做调解工作时间长了， 即使
面对态度不好、 有情绪的劳动者和企业工作人员，
她都能不急不躁， 耐心引导。

对于职工如何能够更好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宋丽芹律师给出了重要建议。 “平时在工作中要
善于收集证据， 提高自身收集证据、 保存证据的
意识。”

勤沟通多反馈
促进争议迅速化解

10月底， 经过三轮调解， 两位装修工人如愿
领到了顺义某广告装饰公司拖欠的工资。 历时近
一个月， 全程参与调解， 顺义区总工会劳动争议
调解中心主任王寅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从2006年到帮扶中心， 干了十余年劳动争议
调解工作， 王寅总结说， 这项工作的核心就是为
职工维护权益， 调解过程中， 要 “据理力争” 也
要 “苦口婆心”。

“要给企业和职工双方都做通工作， 把法律
法规讲清楚 ， 具体解决方案还是法律法规说了
算。” 王寅说， 顺义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受理和调
解案件， 基本原则就是参照劳动法规来执行。 目
前， 中心每个工作日配备不少于2名专门从事法律
服务的工作人员进行咨询接待工作。

按照调解中心近年的案件研判， 劳动争议案
件涉及的重点群体为农民工等外来务工群体。 王
寅表示， 这个群体有个共同特点， 就是对法规不
是很了解， 不能理性维权。 “针对这个情况， 我
们调解中心多次开展 ‘送法进基层’ 活动， 组织
公益律师到各工会服务站进行法律宣讲， 现场发
放劳动权益维护、 劳动争议调解手册等相关材料，
真正让职工懂法、 守法， 在权益受到侵害时能据
理力争。”

很多时候， 调解过程并不是那么顺利。 遇到
有法不依、 拒绝调解的企业， 应该如何尽快为职
工争取权益？ 王寅表示， 开头提到的山东工人讨
要工资的事就颇费了一番周折。 因为对工人做的
工程不满意， 企业以 “有质量问题” 为由拒绝支
付工资， 并支持走法律仲裁途径。 这个时候， 王
寅先是安抚职工情绪， 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 同

时重点与律师一起， 反复给企业做工作。 “第一
就是摆明法律法规， 企业应支付工人劳动所得，
第二， 还要苦口婆心， 法律之外讲人情。” 在跟企
业沟通时， 王寅诉说了一个情况， 一个工人家里
孩子生病急需用钱， 仲裁时间根本等不起， 一定
程度上引起了企业负责人的理解和同情。 经过几
轮 “车轮战”， 企业最终同意了付款， 双方达成调
解协议。

王寅发现， 近年来， 劳动争议案件尤其是欠
薪案件逐渐减少， 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比如， 企业境外用工引发的劳动争议、 外资企业
侵害职工权益引发的劳动争议等越来越多， 调解
过程中， 外资企业工会组织不健全等因素成为主
要难点。 对此， 王寅表示， 工会需要进一步加强
日常监督和执法力度， 进一步巩固和落实六方联
动机制。

目前， 依托六方联动机制， 顺义区总工会已
进一步建立起劳动争议案件报送制度， 对区域内
企业实行大规模职工群访事件、 突发性群体劳动
争议事件应急处置制度， 出现以上事件， 与其他
部门联动， 及时疏导解决， 避免矛盾激化和事态
扩大。

顺义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数据显示， 2018年
前三季度， 中心共受理和调解案件28件， 其中调
解成功20件， 涉及职工、 农民工717人， 涉及的企
业性质全部为非公企业， 涉及资金705.2万元， 职
工满意率达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