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某在简历中虚构学历与工
作经历信息， 借此通过某信息技
术公司考核， 于2016年11月入职
该公司， 试用期为6个月。 罗某
本人签署的录用条件确认书显
示 ， 不符合录用条件的情况包
括： 向公司提供的材料和信息内
容有虚假或有隐瞒的 （学历学位
证书、 工作经历、 教育经历、 体
检证明材料等）。 2017年3月， 某
信息技术公司以罗某不符合试用
期录用情形为由， 与罗某解除劳
动合同。 罗某认为， 其工作状态
良好符合录用条件， 某信息技术
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
法解除， 遂申请劳动仲裁。 由于
罗某对求职过程中简历造假行为
不能作出合理解释， 经二审法院
查明， 罗某在入职时存在学历造
假、 编造工作经历的事实， 因此
认定某信息技术公司与罗某解除
劳动合同合法。

【案例评析】
劳动者凭借假学历、 假工作

经历与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
属于欺诈行为。 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在建立劳动关系以及履行劳动
合同期间均应遵守诚实信用原
则。 某信息技术公司在录用条件
通知书中， 明确告知劳动者向公
司提供的材料和信息内容有虚假
或隐瞒的， 属于不符合录用条件
的情况。 罗某存在学历造假以及
编造工作经历的行为， 某信息技
术公司主张与罗某在试用期内解
除劳动合同， 法院予以认可。

诚实守信作为劳动合同的基
本原则， 贯穿于劳动合同的建立
时、履行中、甚至终止后。 对于劳
动者而言，求职应聘过程中，应当
保证简历信息真实， 就学历和工
作经历等招聘要求中着重强调的
信息尤其值得注意， 要纠正先夸
大其词或者虚构事实入职， 事后
再弥补的侥幸心理。 对于用人单
位而言， 在招聘过程中应当明确
录用条件，就待遇、岗位要求要具
体、明确，具有可操作性，当劳动
者确实不符合录用条件时， 才能
够依法解除劳动合同。

记者12月3日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获悉， 本市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呈现案件量持续上升趋势。 其中， 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双方存在的一些不诚信行为， 直接阻碍了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 为给公众答疑解惑， 北京高院发布了
《劳动关系诚信建设十大典型案例》。

这些案例中， 既有用人单位以签订其他协议方式掩盖劳动关系、 未依约为劳动者解决北京户口等不诚信行
为， 也有劳动者在求职时假造简历、 虚构事假理由、 违反竞业限制协议等做法。 法官则通过以案说法， 详细解读
劳动关系中不诚信行为的后果。

2013年 5月至 2014年 4月期
间， 某培训学校安排员工柳某至
长征宾馆从事停车场管理员工
作，月工资2550元。某培训学校与
柳某签订了一份《协议书》，显示
柳某自愿到某培训学校学习，并
服从边学习、边实习的安排。

某培训学校主张《协议书》即
是与柳某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
《协议书》载明了双方的基本情况
和权益义务， 所涉内容均是劳动
合同的必备条款。柳某认为《协议
书》 主要内容是其在某培训学校
学习的内容、缺乏工作岗位、工作
内容， 工作时间等劳动合同必备
条款。 《协议书》旨在减轻用人单
位的责任和义务， 严重影响了劳
动者劳动权益的实现。因此，柳某
主张某培训学校支付未签订劳动
合同的二倍工资。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某培训
学校与柳某签订的 《协议书》 不
符合 《劳动合同法》 对内容的要
求 ， 《协议书 》 不属于劳动合
同， 判决某培训学校向劳动者支
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

【案例评析】
某培训学校与柳某签订的

《协议书 》， 内容主要是关于学
习、 实习的约定， 未体现出确立
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 且不符合
《劳动合同法》 对劳动合同基本
内容和形式的要求， 不具备劳动
合同的性质。

某培训学校以签订学习、实
习协议的方式，掩盖劳动关系，规
避劳动法的规定， 侵害劳动者合
法权益，属于不守法、不诚信的行
为。 《劳动合同法》规定建立劳动
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并
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
致、诚实信用的原则，这些都是企
业管理者和劳动者应当遵守的基
本行为规范。 之所以要求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并且详细规定了劳动合同的必备
条款，旨在通过书面劳动合同，明
确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权利
义务关系，起到定纷止争，促进劳
动关系和谐。

王某在某鞋业公司担任
店长职务， 双方于2008年12
月至2015年2月期间存在劳
动关系。 因王某与某鞋业公
司解除劳动关系产生纠纷，
双方诉至法院。

王某为农村户口， 王某
主张因工作期间某鞋业公司
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而被迫
解除劳动合同， 公司应依法
支付经济补偿。 某鞋业公司
认为未缴纳社会保险是由于
王某签署承诺书， 放弃缴纳
社会保险， 承诺书内容为：
“因自身原因拒绝提 供 缴
纳 社会保险所需要的一切
材料， 且自愿放弃办理社会
保险， 若日后出现医疗报销
等社保纠纷时， 自愿承担其
后果， 如有任何事情与公司
无关”。

法院认为， 虽然王某本
人书写承诺书放弃缴纳社会
保险， 但该约定违反国家关
于社会保险的法律规定， 应
属无效。 王某主张因某鞋业
公司未缴纳社会保险而要求
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
补偿的诉讼请求， 法院予以
支持。

【案例评析】
根据 《劳动法》 第七十

二条规定， “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
险， 缴纳社会保险费”。 社
会保险具有强制性， 不可通
过约定排除适用， 用人单位
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
保险。 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
是用人单位法定义务， 无论
用人单位还是劳动者都不能
随意处分这项权利义务。

现实生活中， 劳动者本
人书写的关于放弃缴纳社会
保险的承诺虽属真实意思表
示， 但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而无效。 劳动者以
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的， 有
权主张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
偿金。

黄某与某科技网络公司于2015年
7月签订劳动合同， 担任数据中心部
门算法工程师， 合同期限三年。 2016
年9月26日， 某科技网络公司以客观
情 况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为 由 ， 提 出 解
除 劳 动合同 ， 通知黄某30日内办理
离职手续。 黄某于2016年9月27日办
理了离职手续， 随后双方产生纠纷诉
至法院。

黄某主张某科技网络公司系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 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赔偿金。 某科技网络公司认为
黄某自2016年9月28日至30日连续旷
工三天， 违反了公司员工手册规定，
故与黄某解除劳动合同， 不应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法院认为， 某科技网络公司以电
子邮件形式向黄某发出解除劳动关系
通知书， 黄某已办理离职交接后， 又
以黄某旷工为由， 向黄某邮寄解除劳
动关系通知 ， 属于严重的不诚信行
为。 某科技网络公司解除与黄某的劳
动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属于违
法解除。

在认定黄某工资标准时， 黄某提
交的劳动合同显示月工资为35000元，
每年发14薪。 某科技网络公司提交的
劳动合同显示 “试用期满后， 员工提
供正常劳动的月劳动报酬为税前人民
币叁万伍仟元” 字样， 但该条内容后
未显示 “14薪” 字样。 经法院核实，
该条内容后有明显刮除痕迹， 纸张明
显比同页其他纸张薄， 而某科技网络
公司未作出合理解释， 法院结合某科
技网络公司的一系列不诚信行为， 对
劳动合同中约定的14薪， 予以采信。

【案例评析】
本案中， 某科技网络公司先以客

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由向黄某提出
解除劳动合同， 当其意识到该解除行
为 属 违 法 解 除 需 要 向 劳 动 者 支 付
经 济 补偿时 ， 在黄某已经办理完离
职手续后， 又编造事实， 以黄某连续
旷工三天， 违反公司员工手册规定为
由， 再次向黄某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
知， 该行为实属严重的不诚信行为。
此外， 某科技网络公司擅自涂改劳动
合同， 企图少支付劳动者应得的工资
数额， 弄虚作假损害劳动者利益， 应
予以严惩。

2013年8月，李某与北京某电
子公司签订 《非北京生源高校毕
业生引进协议书》，公司承诺为李
某解决落户北京的问题。 双方签
订劳动合同后， 李某入职该公司
的某下级公司工作。此后，李某提
交了办理落户手续的相应材料，
但至2015年3月仍未能取得北京
市户口。李某于2015年6月提出辞
职申请，后获批准离职。

李某主张因北京某电子公司
承诺办理北京户口， 故接受了较
低的工资， 并按照要求配合办理
了相应手续， 现未能成功办理北
京市户口， 应视为公司未能提供
约定的劳动条件， 据此辞职。 北
京某电子公司未就其系由于客观
原因而未能为李某办理落户的主
张举证， 法院认定北京某电子公
司依法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
偿1万元。

李某另主张， 在劳动合同履
行期内， 北京某电子公司未为其
办理北京户口， 使其在选择工作
时丧失部分就业机会， 造成了一
定的损失， 北京某电子公司应就
此进行赔偿。 由于该损失赔偿未
经劳动仲裁且李某未提供证据证
明损失的发生及具体损失金额，
故法院未支持李某的该项请求。

【案例评析】
诚实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

基本行为规范， 劳动合同关系应
遵循合法、公平、协商一致、诚实
信用等原则。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达成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 双方
就落户北京问题进行了约定，落
户协议的签署与双方最终达成用
工合意、建立劳动关系紧密相关，
可以视为劳动合同目的之一。 本
案中， 双方之间户籍约定成为李
某接受北京某电子公司工作邀约
的前提条件之一。 但是员工在积
极履行自己职责的同时， 用人单
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为员工解
决北京市户口，未积极履行、落实
在招录员工过程中所承诺的优厚
条件， 用人单位在招录劳动者过
程中有虚构或者夸大企业优势的
不诚信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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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以签订其他
协议方式掩盖劳动关系 ，
仍需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
二倍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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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院发布
劳动关系诚信建设十大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 李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