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闫长禄

事件经过
2017年7月， 张某以26.5

万元的价格向北京某汽贸公
司购得福特牌小轿车一辆 。
当时， 双方签订了 《车辆订
购协议书》， 约定交付车辆为
无瑕疵刚上市的全新车辆 ，
新车享受两次免费保养。

2017年9月， 张某前往福
特4S店保养时， 被告知无法
享受免费首保。 经查询相关
信息， 该车辆有2016年9月17
日的销售记录一次， 购车人
为山东某地的曾某， 且车辆
首保已经在其他地区的4S店
备案。

张某认为北京某汽贸公
司隐瞒二次销售事实， 属于
销售欺诈行为， 遂将其诉至
法院， 要求赔偿三倍购车款
79.5万元。

法院庭审时， 北京某汽
贸公司辩称， 对于4S店记载
涉案车辆曾销售过的记录不
知情。 而车辆管理部门的登
记信息显示张某为初始登记，
显然该车不存在二次销售的
情况， 可能为车辆的虚拟销
售。 本公司不存在欺诈的故
意， 不同意赔偿三倍购车款。

法院经审理，认为该公司
没有如实向张某告知案涉车
辆曾经已登记的交易信息和
保养联已撕的真实情况，该不
诚信销售行为已构成销售欺
诈，判决其按购车价款的三倍
赔偿张某损失共计79.5元。

法官说法
实践中，部分汽车经销商

为了完成销售业绩，使用虚拟
的客户身份信息登记出库，将
在库车辆在销售系统内登记
为已经销售，实施虚假销售行
为。而汽车厂家官方登记信息
也将影响购车人对于车况的
判断，同时虚假销售行为在客
观上缩短了真实购车人能够
享受的“三包”服务期限。

本案中， 涉案的车辆存
在2016年9月17日的销售记录
一次， 无论是虚假出库销售
还是确为二次销售， 客观上
缩短了车辆保修期， 侵害了
张某的维修权利。 作为销售
方， 北京某汽贸公司对这一
情况是知道的或者是应当知
道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55条规定了经营者构成欺诈
的，应适用的三倍赔偿予以处
理。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
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
隐瞒真实情况，使对方当事人
作出错误意思表示。

本案中， 若公司在销售
之时告知张某案涉车辆存在
销售记录的情况， 对张某的
购买选择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而公司未将真实情况告知张
某， 未能让其在购车时对车
辆是否是新车作出正确判断，
直至其在首保时不能享受免
费保养时才知道该车曾经有
过销售登记信息。

公司隐瞒上述情况的目
的是为了追求或放任张某与
其订立、 履行汽车买卖合同，
其主观故意明显， 构成销售
欺诈， 适用三倍赔偿的法律
规定， 至于曾经是否真实存
在销售行为并不影响对欺诈
的认定。

春节是中华民族集祈年、 庆
贺、 娱乐为一体的最隆重的传统
佳节。 在这辞旧迎新之际， 有的
单位因为生产经营任务紧或者岗
位特殊而需要安排职工坚守岗
位； 有的单位出于体恤职工或因
生产处于淡季而决定提前放假或
延后上班。 那么， 这些单位可以
补休方式代替支付春节加班费
吗？ 春节慰问红包可以冲抵加班
费吗 ？ 提前放假可以扣发工资
吗？ 劳动报酬权被侵犯时如何维
权？ 以下案例给出了答案。

不能以补休方式代替支
付春节加班费

小魏是一家机械制造公司的
一线员工。 2018年春节期间， 老
板说要赶一批急活， 他与同伴放
弃了休息， 在年初一至初三连续
加班3天， 把活做了出来。

哪知， 节后上班， 老板见到
他， 先说了一番恭喜发财的话，
接着就说活是赶出来了， 但企业
经济效益不好， 无力支付3天的
加班费， 让他和同伴们分批补休
6天， 并说安排补休是劳动法规
定的方式之一。

小魏等人不同意， 坚持要公
司支付加班费， 并向劳动人事仲
裁机构申请劳动仲裁。 仲裁机构
查清事实后裁决支持了小魏等人
的主张。

【点评】
仲裁机构的裁决是正确的。
《劳动法》第44条规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单位应当按
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
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 ：1.安
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 支付
不低于工资的150%的工资报酬；
2.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
安排补休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200%的工资报酬；3. 法定休假日
安排劳动者工作的， 支付不低于
工资的300%的工资报酬。 ”

上述三种情形中， 只有在第
2种情形下， 用人单位可以在安
排补休或者支付加班工资两者之
间进行选择。 而对属于 “安排劳
动者延长工作时间” 和 “法定休
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 的情形，
用人单位必须按上述规定的标准

支付加班工资， 而不能以安排补
休的形式予以冲抵或规避。

因此， 在2018年春节法定放
假时间内， 机械制造公司理应依
法按小魏等人的日工资的3倍支
付加班费。

春节发慰问红包， 不能
冲抵加班费

2018年春节， 小张本想回老
家和父母团圆， 可架不住老板的
一再恳求就留下来加班， 帮助公
司 完 成 生 产 任 务 。 年 初 一 那
天 ， 公司领导慰问小张等加班
员工时给每人发了一个大红包
500元。

春节月份的工资发放后， 小
张等人发现没有把春节3天加班
费算进去， 遂找公司老板理论。

老板说 ， 年初一那天发的
“开门红” 大礼包已经包括了加
班费 。 随后 ， 老板又笑呵呵地
说， 红包是钱， 加班费也是钱，
何必计较。 真要加班费的话， 红
包就该收回了。

由于讨要加班费不成， 小张
等人申请了劳动仲裁。 仲裁机构
审理后支持了小张等人的请求。

【点评】
用人单位安排职工春节3天

加班的 ， 必须支付给 3倍加班
工资。

春节放假既具有民俗性， 也
具有法定性。 职工春节加班， 放
弃了与家人欢聚同乐的机会， 坚
守在生产一线， 用人单位应按照
《劳动法》 第44条的规定， 向职
工支付不低于其工资的3倍加班
费， 而不能以 “红包” 来代替加
班费。

因为 “红包” 和加班费二者
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前者是对劳
动者工作表现的一种肯定和褒
奖， 类似奖金， 给与不给全凭自
愿， 发多发少企业有自主权； 而
加班费是对劳动者额外提供劳动
和放弃法定假日休息的一种补
偿 ， 是职工加班劳动的应得收
入， 理应专门支付。

本案中 ， 公司声称所发的
500元红包已经包含了春节加班
费， 显然有违法律规定， 其应依
法向小张等员工支付加班工资。

春节提前放假， 工资一
分不能少

2018年春节前夕， 某公司决
定给外地员工提前5天放春节假。
小吴等外地员工认为这是公司给
的额外福利， 感觉老板很贴心，
然后就愉快地回家过年了。

可是， 年后回到公司领取2
月份工资时， 小吴等人发现工资
少了很多。 于是， 他们就找到财
务部门问个究竟。

公司解释说，放假的5天时间
大家没有提供正常劳动， 要扣发
相应的工资。 小吴等人对这种说
法不认可， 认为这样扣工资不合
理， 遂向当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
投诉。在劳动监察部门的过问下，
小吴等人拿回了被扣的工资。

【点评】
公司扣除提前放假期间的工

资是错误的。
每年春节， 一些企业基于体

恤职工的考虑， 选择提前放假、
延后开业， 让职工能充分享受节
日的快乐。 既然是让职工充分享
受快乐， 那就不能干出扣工资这
种让职工揪心的事。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12
条规定： “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
单位停工、 停产在1个工资支付
周期内的， 用人单位应按劳动合
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
超过1个工资支付周期的， 若劳
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 则支付给
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
的最低工资标准； 若劳动者没有
提供正常劳动， 应按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

每年的春节一般放假7天 ，
其中3天为法定节假日， 4天为公
休日调休， 均不扣工资。 提前几
天放假或者延后几天上班， 也不
能扣工资。 本案中， 该公司多放
的5天假并没有超出1个工资支付

周期即1个月， 因此放假期间仍
应按照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
工资， 而无权扣发工资。

法律提示
拿不到应得的工资怎么办？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而
不依法支付加班费， 在法定节假
日期间决定多放几天假然后又扣
发相应的工资， 这些做法都是违
反劳动法律法规的。 劳动者对这
种违反工资制度的侵权行为， 有
权选择以下途径进行救济：

一是向当地劳动保障行政机
关的监察部门投诉。 《劳动保障
监察条例》 第10条规定， 劳动保
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受理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
或者规章的行为的举报、 投诉。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85条的规
定， 用人单位安排加班不支付加
班费的， 或者未按照劳动合同的
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
劳动者劳动报酬的， 由劳动保障
行政机关责令限期支付； 逾期不
支付的， 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
额50%以上100%以下的标准向劳
动者加付赔偿金。

二是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劳
动者与用人单位就是否支付加班
费或者扣发工资是否合法等所发
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性质，劳
动者有权直接向劳动合同履行地
或者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除了
有权要求仲裁机构裁决用人单位
支付加班费、足额支付工资外，还
可以要求裁决用人单位支付赔偿
金， 即经劳动保障行政机关所责
令用人单位应加付的赔偿金。

三是向法院起诉。 劳动者对
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不服的， 可
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15日
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期满不起诉
的， 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潘家永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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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长假期间，有人选
择出游度过， 有人选择在家静静
休息，咱北京人还有一个选择，就
是逛庙会。 无论是举办超过20年
的地坛老北京风情庙会， 还是近
几年才出现的洋庙会， 每一个庙
会，都寄托着新春祝福，都是节日
期间举家出游的好去处。

延庆工商分局就接到消费者
张先生的投诉， 称其在参加某庙
会时候， 为孩子购买了一个会讲
故事、 会唱歌的娃娃玩具， 购买
价格是100元， 谁知道这个娃娃
刚拿回家的当天晚上拆开包装使
用时， 却既不能唱歌也不能讲故

事， 只有灯光是可以亮的， 张先
生以为电池电量不够， 更换电池
后此问题依然未解决。 第二天，
张先生又购买了一张庙会的门票
去找经营者协商， 哪知经营者以
娃 娃 是 张 先 生 自 己 使 用 不 当
弄 坏 的而拒绝退换货 。 无奈之
下， 张先生只好求助工商部门协
调解决。

接到投诉后， 正在值班的执
法人员立即到达该庙会现场， 并
且在张先生的指引之下找到了经
营者， 经营者表示， 因为庙会人
太多， 没有时间去确认商品是否
存在质量问题或是人为弄坏的，

所以自己就说是消费者自己弄坏
的。 执法人员表示， 根据 《产品
质量法》 第三十九条规定， 销售
者销售产品， 不得掺杂、 掺假，
不得以假充真、 以次充好， 不得
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经
营者销售的玩具， 应该保证产品
质量， 消费者张先生购买的玩具
娃娃无法正常使用， 经营者应该
为其提供退换货服务。 经过执法
人员耐心解释， 经营者同意为张
先生退货。

逛庙会是新春佳节广大群众
喜闻乐见的消遣方式， 但是庙会
上的摊位租金较高， 所销售的商

品价格一般也比正常价格要高一
些， 且商品长期暴露在室外， 质
量也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因此，
消费者在游览庙会时， 要慎重购
买商品。

延庆工商分局 闫狄

过大年逛庙会 消费陷阱要留心

春春节节放放假假或或加加班班
应应得得工工资资怎怎么么算算？？

虚假销售影响购买意向
构成欺诈当付三倍赔偿

延庆工商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