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吃五谷杂粮， 不可能不生
病 。 但是 ， 王艳艳跟别人不一
样。 她不生病则已， 一生病就是
重病， 而且是无法治愈的癌症。
让她遗憾的是： 这种病， 她还接
连患了两次。 如此重病没有压垮
她， 是因为她是公司正式员工，
既能享受医疗保险待遇， 还能领
取长达两年的医疗期工资。

医疗期结束后， 她的病情好
多了， 基本具备上班的条件。 正
当她捉摸着怎么恢复工作时， 公
司竟然拿着3份劳动合同找她签
字。 她一看内容， 一份是 《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 一份是 《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另一份 《终
止劳动合同协议书》。

“这该怎么签？ 而且还是同
时签。” 王艳艳说， 她拒绝签字，
公司就以拒签合同为由解除其劳
动关系。 双方由此产生争议， 该
争议历经法院一审 、 二审 、 再
审， 最终以公司败诉而告终。

女工工作十三年
身患癌症被辞退

2003年1月，34岁的王艳艳从
外地农村来到北京一家制衣厂打
工。 该厂是专门生产医护人员工
作制服的企业，活源稳定，效益也
不错，她一入职就没换过单位。

2012年2月的一天 ， 王艳艳
突感身体不适。 扛了一阵子没扛
过去， 她就来到医院就医。 医生
的诊断结果显示： 王艳艳患了舌
下腺样囊性癌症， 需要立即住院
治疗。

从这时起， 王艳艳就开始了
漫长的求医之路。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这可
怕的癌症不仅没有得到控制， 在
一年多后， 即在2014年， 王艳艳
的癌细胞又转移到了肺部。

2014年2月 ， 王艳艳病情恶
化， 不能再继续上班并开始休病
假， 她的劳动合同也将于当年3
月底到期。

“我入职后就与公司签订了
劳动合同。 2008年后， 合同签订

得更加规范。 公司还为我缴纳的
社会保险。 因此， 凡是国家政策
法规规定的项目， 在职工身上都
能得到落实。” 王艳艳说。

按照 《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
工负伤医疗期规定》， 在王艳艳
患病期间， 公司不仅继续与其保
留劳动关系， 还给予其医疗期待
遇。 因此， 她休满了最长的24个
月的医疗期， 其劳动合同期限也
延至2016年2月29日。

可是， 在医疗期结束后， 公
司突然将王艳艳辞退了。

三份协议必须签
如不签字就辞退

王艳艳说， 其实， 在医疗期
将要届满时， 她就向公司提出续
签劳动合同的申请。 按照她的条
件， 应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如果公司不愿续签合同， 她
考虑到自身条件， 想申请公司为
她办理病退手续。

而公司认为， 王艳艳的最长
医疗期已经届满， 公司可以终止
其劳动合同。于是，在其医疗期满
后， 公司当月就停发了王艳艳的
病假工资， 并且拒绝接收王艳艳
此后的病假条、医药费报销单等。

2016年2月的一天 ， 公司通
知王艳艳： 到公司商谈续签劳动
合同事宜。

到达现场后， 公司人事经理
宋某当着老板的面， 要求王艳艳
同时签订3份法律文件。 她一看
这些文件的内容， 一份是 《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 一份是 《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 ， 另一份是
《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

王艳艳认为， 公司要求她同
时签订这3份文件不合理， 原因
是这些文件的内容、 期限相互矛
盾， 无法签订。 因此， 她明确表
示不同意签订。 对此， 宋某等人
也没有说什么。

过了一段时间， 2016年9月1
日， 王艳艳收到公司邮寄 《劳动
关系解除通知书 》。 通知载明 ：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5条规

定， 经用人单位书面通知后， 劳
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
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 无需向劳
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根据上述规
定， 因您拒绝签订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 公司决定与您解除终止
劳动关系。

不服裁决提诉讼
两场官司员工败

王艳艳对公司解除行为不
服， 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劳动仲裁， 请求裁决公司与其签
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同时，
由公司向其支付医疗期满后的
病 假 工资 ， 并确认双方存在劳
动关系。

仲裁委审理认为， 王艳艳因
为个人原因不办理续签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手续， 公司解除其劳
动合同于法有据。 因此， 仅支持
其部分病假工资的请求。

自行申请仲裁败诉后， 王艳
艳向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
研究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该中心
指派张志友律师为她提供免费法
律援助。 在了解详细案情后， 张
律师代其向法院提起诉讼。

庭审中， 张律师提出， 公司
的解除理由没有法律依据。 理由
是王艳艳并非拒绝与公司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 而是公司要求她同
时签订3份相互矛盾的法律文件，
王艳艳有理由予以拒绝。 再者，
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依据适

用于与用人单位初次建立劳动关
系的劳动者， 王艳艳在公司已工
作13年， 王艳艳提出签订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 应当与其签订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因此， 公司
的解除行为没有法律依据。

公司辩称， 其没有要求王艳
艳签订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终止
劳动合同协议书》 3份法律文件，
仅要求其签订 《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 而王艳艳拒绝签订后自
行离开公司。

为查明当天签订合同具体情
节， 张律师申请法院将当时与王
艳艳商谈具体事宜的公司人事经
理、 行政人员传到法庭接受法院
质询。 然而， 法院未予准许。

法院审理后认为， 王艳艳未
能按照公司的要求与公司签订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公司据此解
除双方劳动关系， 于法有据。 因
此， 驳回王艳艳要求签订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撤原判
重审之后员工赢

王艳艳不服一审判决， 上诉
至二审法院。

二审庭审阶段， 张律师再次
申请， 要求当时与王艳艳商谈具
体事宜的公司人事经理、 行政人
员到庭接受法院质询。 公司迫于
压力， 改口称当时确实要签3份
文件， 但第三份文件是 《终止医
疗期通知书》， 并非王艳艳主张

的 《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
然而， 公司并未对签署文件

的内容， 要求同时签署3份文件
的理由作出合理解释， 亦未提交
证据证明。 庭审中， 公司认可王
艳艳曾于2016年3月7日前往公司
提交假条， 该事实与一审期间公
司所据称 “自2016年2月1日之后
王艳艳便杳无音信” 的主张相矛
盾 。 鉴于本案基本事实认定不
清 ， 二审法院裁定撤销一审判
决， 发回重审。

原审法院重新审理后， 张律
师 于 开 庭 前 再 次 向 法 院 提 出
申请， 要求公司人事经理、 行政
人员到庭接受法院质询。 法院接
受律师的申请， 通知公司人事经
理宋某、 行政人员吕某出庭接受
质询。

在律师和主审法官的质询
后， 宋某和吕某的证言还原了当
时签订合同的具体过程， 确实存
在要求签订3份法律文件情形 ，
但除了2份劳动合同外， 另1份是
《终止医疗期通知书》。 张律师提
出， 由于双方对权利义务没有达
成一致， 公司不能胁迫王艳艳签
订该协议。

法院认为， 公司对3份协议
书解释工作不到位， 王艳艳在理
解上存在偏差， 致使合同签订洽
商无果而终。 鉴于王艳艳工作10
年以上， 公司应当与其签订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最终判决公司
与王艳艳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并判决公司支付王艳艳至起
诉前拖欠的病假工资2.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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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双十二”都过去
了，您是否囊中羞涩？ 这一转眼，
我们又瑟瑟发抖迎来了元旦、春
节大酬宾，“折上折”“优惠券”“满
减”“重磅返场”满屏皆是，看得消
费者内心躁动， 已然是控制不住
继续剁手的冲动了， 当然剁手之
前的功课少不了， 本期栏目将为
大家讲解一下，关于网购，新出台
的《电子商务法》都说了些啥？

首先，选购物品要谨慎，防范
刷单大陷阱。购物看好评，消费看
排名。 网络评论和评分是消费者
网购的重要参考。 但是商家雇人
刷好评、 冲销量的现象却越来越
多， 极大地干扰了消费者的购物
行为， 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
选择权。《电子商务法》指出，电子
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 真实、准
确、 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
息， 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
权，不得以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
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

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
《电子商务法》 第三十九条规定：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
健全信用评价制度， 公示信用评
价规则， 为消费者提供对平台内
销 售 的 商 品 或 者 提 供 的 服 务
进行评价的途径。 电子商务平台
经营者不得删除消费者对其平台
内 销 售 的 商 品 或 者 提 供 的 服
务的评价。 ”所以，如有商家恶意
刷单或干扰消费者正常评价的，
消费者可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
诉， 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

第二，下单一定擦亮眼，避免
多花冤枉钱。目前，搭售商品行为
在第三方机票、 车票代理购买服
务中并不少见， 实体产品销售中
也时常发生， 如购买手机默认勾
选耳机等配件。 经营者出售商品
或者提供服务时， 以难以察觉的
方式“为消费者”默认勾选搭售其
他商品的行为， 严重违背了消费

者的意愿。 《电子商务法》对平台、
商家的这种行为做出了经营规
范，其中第十九条规定“电子商务
经营者搭售商品或者服务， 应当
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不
得将搭售商品或者服务作为默认
同意的选项”。

在消费中如发现这种不规范
行为， 消费者可通过行政监管机
构积极维权， 由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您在选购商品、确认下单时，要注
意核对消费项目和消费金额，避
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延庆工商分局 张曼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宋某大学毕业后， 经与家
人协商来到北京工作 。 在北
京， 他干过销售业务员， 慢慢
积累了不少工作经验， 工作能
力也有了较大提升。

一次偶然的机会， 家里人
告诉他： 北京的某医疗基金会
招人， 他可以去尝试一下， 换
一个稳定的工作。 他也认为基
金会的工作稳定， 待遇好， 就
决定试一下。

报名后， 经过几轮面试，
宋某被基金会录用， 双方约定
试用期为3个月。 同时， 安排
他从事项目管理工作。

一开始， 宋某没有与单位
商讨工伤保险待遇问题。 他认
为， 单位会在试用期过后告诉
他。 可是， 试用期过去了， 单
位还没有提这件事 。 他想知
道， 依照法律规定， 其作为基

金会的员工， 是否可以享受工
伤保险待遇？

律师解答
本案涉及的问题是工伤保

险待遇的适用人群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 我国法律

有明确的规定。 《工伤保险条
例》 第二条第一款规定： “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 事
业单位、 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
业单位 、 基金会 、 律师事务
所、 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
雇工的个体工商户 （以下称用
人单位） 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
参加工伤保险。”

从上述法律规定来看， 工
伤保险待遇适用的范围十分广
泛， 基金会的职工也在此范围
之内。 因此， 宋某应当享受工
伤保险待遇。 李德勇 律师

网购那些事儿(一)

延庆工商专栏

基金会员工
也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这这样样的的合合同同员员工工拒拒签签有有错错吗吗？？
三份劳动合同自相矛盾 有无期有限期还有终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