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柔工商专栏

□本报记者 闫长禄

计划春节假期结束， 拿到年
终奖以后就辞职， 还能提前申请
年假吗？ 本年度请病假超过两个
月，还能申请年假去旅游吗？跳槽
新单位，当年就有年假吗？针对此
类如何休年假的问题， 北京市海
淀法院的蔡笑法官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进行了详细解读。

根据现实中曾经出现过的情
况，蔡法官提示说，虽然法律赋予
了劳动者休息休假权利， 但劳动
者在依法请休年假时仍需遵守用
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并按用人单
位的具体要求提前申请并且妥善
安排工作，避免因“突袭”式的请
假给双方造成不便和损失。

初入职场第一年有年休
假吗？

小白是2018年7月应届毕业
生。 毕业后， 他入职一家科技公
司，目前已工作半年有余。看到自
己钱包鼓起来了， 他就想利用今
年的“五一”节小长假，再加上自
己的年休假， 来一场梦想已久的
海岛之旅。然而，公司人事工作人
员告诉他：按照法律规定，他没有
年休假。

小白认为， 自己是2018年入
职，2019年就可以休年假了，小白
的理解对吗？

法官释法
蔡法官说， 带薪年休假制度

的设立是为了维护和保障劳动者
的休息休假权。 依据 《企业职工
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 第3条规
定， 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
的， 可依法享受带薪年休假。 因
此 ， 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
上， 属于享受法定带薪年休假的
前提条件。

而2018年7月应届毕业入职
的小白，到2019年“五一”劳动节
时尚不满足连续工作12个月的条
件。 因此，小白无法在2019年“五
一”节请休法定的带薪年休假。

至于小白能否享受公司自行
规定的福利性质的年假， 视公司

具体规定而定。

跳槽新单位第一年有年
假吗？

小林在2018年年底离开了服
务3年的老单位， 并入职新公司。
考虑到春节阖家团圆不便出行 ，
清明、“五一” 等小长假各个景点
人满为患，小林计划提前到3月份
到扬州游玩。

然而，公司告知新入职员工，
入职当年并无年休假。 小林想知
道：公司这个说法对吗？

法官释法
蔡法官说，依据《企业职工带

薪年休假实施办法》 第4条规定，
年休假天数根据职工累计工作时
间确定。 职工在同一或者不同用
人单位工作期间，以及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视同工
作期间，应当计为累计工作时间。
因此，依据现行劳动法律法规，劳
动者在参加工作后只要曾经在一
个或两个以上用人单位连续不中
断工作满12个月， 劳动者就可依
法请休年休假。

由此来看， 已在原单位工作
了3年的小林， 入职新公司的当
年就可以依法请休年假。 不过 ，
小林可以享受的年休假天数应依
据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
法》 第5条来确定， 即按照其入
职后在本年度剩余日历天数中折
算确定。

年休假天数应该怎么计算？

小王在公司从事销售工作。
因为孩子春季感冒， 他计划请休
年假以便在家照顾孩子。 在核算
具体的年休假天数时， 小王和公
司人事工作人员产生分歧。

小王说， 自己是2009年本科
毕业开始工作， 到2019年已经满
10年， 依法可以按照10天标准享
受带薪年休假。

公司则主张， 小王虽然2009
年开始工作， 但在2011年至2013

年，小王为了备孕、生育、哺乳，一
直做家庭主妇并未就业。因此，截
至2019年， 小王的工龄并不满10
年，依法仅能请休5天年休假。

公司的说法对吗？

法官释法
蔡法官说，依据《职工带薪年

休假条例》第3条规定，职工累计
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
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
假10天； 已满20年的， 年休假15
天。 故年休假天数是与职工累计
工作年限直接挂钩的。

法定年休假制度中的“1年”、
“10年”、“20年” 是指职工累计工
作的实际年限， 而不是指从职工
开始工作年份起计算的自然年
限。因此，在计算小王的法定年休
假时， 公司没有将2011年至2013
年小王未工作期间纳入工龄计算
是有合法依据的。

因此， 小王目前只能按照每
年5天的标准享受年休假。

年休假必须一次性休完吗？

老李在公司从事财务工作多
年，依照法律规定，已经可以按照
每年15天的标准请休年休假。

2019年春节前， 老李为了子
女的婚事忙得焦头烂额。 考虑到
公司年初财务工作相对轻松，他
提出请休年假一周，以休整身心。

公司人事经理告知老李， 每
年只能申请一次年休假。 未休假
天 数 ， 视 为 老 李 放 弃 相 应 休
假权利。

公司说法对吗？

法官释法
蔡法官说，依据《职工带薪年

休假条例》第5条规定，单位根据
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
工本人意愿， 统筹安排职工年休
假。年休假在1个年度内可以集中
安排，也可以分段安排。

因此， 劳动者有权申请分段
请休年休假，公司所述“每年一次
性休假、 未休假天数视为老李放

弃相应休假权利”，是有违相关法
律规定的。

计划春节后离职能否先
休年假？

钱女士在科技公司从事项目
管理工作， 而公司每年春节之后
才支付上年度年终奖。 钱女士工
龄已经满10年， 她想等过完2019
年春节， 在收到年终奖后向公司
提出离职申请。

钱女士想知道， 有了这种打
算， 她还能在科技公司享受2019
年的年休假吗？ 年休假天数该怎
么计算？

法官释法
蔡法官说，依据《企业职工带

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12条规定，
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 当年度
未安排年休假的应支付未休年休
假工资。因此，即使钱女士在拿到
上年度年终奖后提出离职， 钱女
士仍有权在科技公司请休2019年
度相应天数的年休假。

以钱女士为例， 如其与科技
公司商定劳动关系存续至2019年
4月30日， 则按照日历天数计算，
2019年1月1日至4月30日共计120
个自然日， 经过折算并取整“120
（当年度在本单位工作日历天数）
÷365×10 （职工本人全年应当享
受的年休假天数）”， 钱女士可在
科技公司享受2019年带薪年休假
为3天。

已长时间休病假还能休
年假吗？

吴小姐已经参加工作8年 ，

累计工龄8年零6个月， 目前在公
司从事财务工作。 2018年春， 吴
小 姐 以 腰 肌 劳 损 为 由 向 公 司
请休病假两个半月。 2018年国庆
节前夕， 吴小姐请休年休假5天，
希望与国庆假期连休去西藏旅
游。 然而， 公司没有批准吴小姐
的年休假申请， 并表示吴小姐病
假时间过长， 不再享有当年的年
休假。

公 司 的 说 法 符 合 法 律 规
定 吗？

法官释法
蔡法官说， 根据 《职工带薪

年休假条例》 第4条规定， 职工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享受当年
的年休假： ①职工依法享受寒暑
假， 其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天数
的； ②职工请事假累计20天以上
且单位按照规定不扣工资的； ③
累计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职工，
请病假累计2个月以上的； ④累
计工作满10年不满20年的职工，
请病假累计3个月以上的； ⑤累
计工作满20年以上的职工， 请病
假累计4个月以上的。

吴小姐累计工龄不满10年 ，
但是已经请休病假2.5个月 ， 因
此， 依据上述规定， 吴小姐当年
度不再享有年休假。

相反， 如果吴小姐是在已经
享受2018年年休假的情况下， 又
在2018年休病假2.5个月 ， 是不
是就将 “假期最大化” 了？

答案是否定的。 按照 《企业
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 第8
条规定， 职工已享受当年的年休
假， 年度内又出现事假、 病假等
情形之一的， 不享受下一年度的
年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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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2012年12月14日， 高某与某

房产开发公司就涉案房屋签订了
《商品房买卖合同 》。 合同签订
后， 高某向开发公司交纳5万余
元首付款并办理入住。 后来， 因
涉 案 开 发 项 目 未 取 得 建 设 工
程 规 划许可证等房地产开发建
设的手续， 未办理工程竣工验收
备案， 导致房屋无法按期办理产
权登记。

2018年7月11日 ， 高某起诉
要求开发公司办理产权过户， 法
院认定高某与开发公司就案涉房
屋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 驳回了
高某的诉讼请求。 后高某起诉要
求开发公司退还房款， 并赔偿其
自购房之日至起诉时的房屋差价
损失。

【法院判决】
房山区法院审理认为， 合同

无 效 后 ， 因 该 合 同 取 得 的 财
产 ， 应当予以返还 ， 不能返还
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 应当折价
补 偿 。 有 过 错 的 一 方 应 当 赔
偿 对 方因此受到的损失 ， 双方
都有过错的， 应当各自承担相应
的责任。

由于开发公司未完整取得建
设和销售商品房的合法手续， 导
致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被认定无
效， 开发公司应当依据其过错，
对高某所受损失承担缔约过失责
任。 综合合同履行情况、 双方当
事人过错程度以及涉案房屋市场
溢价的评估报告， 最终， 法院判
决被告开发公司退还购房款并赔
偿原告高某损失42万元。

【法官说法】
审理本案的房山法院法官

说， 当事人在缔约阶段基于信赖
选择与合同相对人缔约， 在合同
被确认无效后， 如果丧失以大致
相当的资金与他人订立类似合同
的机会， 这种机会丧失就转变为
现实利益损失。 在本案中， 由于
涉案房屋价值存在明显上涨， 高
某丧失了用原价购买相应地段、
相应面积房屋的机会。 高某如再
欲取得同类房屋， 则需要额外付
出大致相当于房屋溢价部分的
成本， 由此产生的损失是客观存
在的， 涉案房屋的市场溢价可以
作为确定高某损失的参考依据。
开发公司应当依据其过错赔偿
高 某 因 机 会 丧 失 而 产 生 的 客
观损失。

春节即将来临， 为切实维
护市场秩序， 保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 ， 确保节日期间市场稳
定， 怀柔工商开展节日市场专
项检查。

执法干部先后来到大星
发、 下元市场、 万星市场， 一
是查验了市场经营者进货票据
和商品 ， 对农贸市场节日供
应、 促销活动、 落实安全生产
等情况进行检查， 严把市场准
入关和质量关， 规范索证索票
制度， 严厉打击假冒伪劣、 缺
斤短两、 哄抬物价等行为， 确
保群众吃上放心食品； 二是对
新年经销的礼品、 酒类侵犯注
册商标告诫经营者带有 “专
供”、 “专营”、 “国宴” 等字
样的商品， 涉嫌不正当竞争要

坚决杜绝； 三是督促、 提示市
场主办单位做好安全生产和消
防安全工作， 市场内要配备消
防器材和 “严禁烟火” 警示标
识等内容， 工作人员做好日常
巡查巡检、 开展安全自查自纠
工作， 发现隐患及时整改， 切
实消除节日期间安全隐患。

下一步， 怀柔工商将持续
加强日常巡查， 确实做到干部
在岗在位， 百姓安心过年。

建房未获许可致合同无效
卖房者应赔偿买房人损失怀柔工商

开展节日市场秩序检查工作

□本报记者 李婧

听听法法官官详详解解年年休休假假的的这这些些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