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年伊始， 各大互联网公司
纷纷传出裁员开人的消息。

2月19日当天， 有消息传出，
在日前举行的京东集团开年大会
上， 京东宣布2019年将末位淘汰

10%的副总裁级别以上的高管 。
对此， 京东方面回应称： 消息属
实。京东目前拥有18万工作人员，
有媒体预计目前京东副总裁级别
以上的高管预估有几十到一百人
左右。

另外一个网约车巨头滴滴公
司也传出了类似的裁员消息：滴
滴CEO程维日前宣布公司将做好
过冬准备， 对业务重组带来的岗
位重叠和绩效不达标的员工进行
减员， 整体裁员比例占到全员的
15%，涉及2000人左右。

可是， 有心人认真琢磨这些
互联网公司的“裁员”措辞时 ，却
发 现 他 们 很 少 直 接 使 用 “ 裁
员 ”、 “开人 ”等直套的说法 ，而
是委婉地修饰为 “末位淘汰 ”
“优化组合”“提质增效”“重新双
向选择 ”“只留下最优秀的人共
事”等等。

对于这些五花八门的措辞 ，
我们不妨称之为 “花式裁员”，不
管其中措辞是多么的委婉含蓄，
其实质就是要逼员工与公司解除
劳动关系。

天有不测风云， 公司也有旦
夕祸福，对于任何一家公司来说，
哪怕一直以来都是风光无限，都
难免有减员裁人的时候，但是，所
有的裁人计划都必须依法依规来
进行， 而不能由着公司老板的性
子来。

这里以京东公司准备推行的
“末位淘汰”政策为例，“末位淘汰
制度” 确实是不少企业考察员工
业绩的一种方式， 但这种方式合
法吗？

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11月30
日公布 《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
事审判工作会议 （民事部分）纪
要》明确，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期

限内通过 “末位淘汰 ”或 “竞争
上岗 ”等形式单方解除劳动合
同 ， 劳动者可以用人单位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为由， 请求用人单
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支付赔
偿金。

也就是说，“末位淘汰” 如果
是裁员，实际是违反《劳动法》的，
劳动者可以依据《劳动合同法》要
求支付赔偿金。但如果“淘汰”方
式为降级、降职、免职、调整工作
岗位、待岗培训等形式，而不解除
劳动合同，就不算违法。

其他的“花式裁员”手法也一
样的，包括“优化组合”“再次竞争
上岗”“绩效不达标”等等说法，如
果要涉及到解除劳动关系， 就必
须依据《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
来进行， 而不是按照公司的内部
规矩来办事。

此外，千万不能忽视的是，按

照《工会法》的规定，企业裁员还
得依法依规征询工会和职工代表
大会的意见。以北京地区为例：北
京市实施 《工会法》 办法明确规
定，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
单方面解除职工劳动合同时，应
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 工会认
为其违反法律、法规和劳动合同，
应当及时提出改正意见或者建
议；工会要求重新处理时，单位应
当研究工会的意见， 并将处理结
果书面通知工会。

总而言之， 不管那些互联网
公司多么神气活现， 也不管其措
辞多么深奥含蓄， 一旦涉及到裁
员和解约的事儿， 就一定要认真
读一读《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
《工会法》， 并及时征询各级劳动
部门和工会的意见， 切忌鲁莽行
事， 否则， 一旦触动了法律的底
线，就会吃官司，还会得不偿失。

■长话短说

冒充交警群发 “车辆年审” 短信、 诱骗车主点击
钓鱼网站、 套取银行卡信息进行盗刷， 广州市反诈中
心提醒公众警惕 “车辆年审” 式短信诈骗， 明确交警
部门的年审提示短信不会附网页链接， 更不会要求填
写银行卡信息并收取年审费用。 （2月20日新华社）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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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招工新常态企业要改变选人用人思维

■世象漫说

互联网公司“花式裁员”也应守法依规

医院安装摄像头
不应忽视患者隐私

□辛望

■劳动时评

李雪：根据有关法规 ，医保卡
只能用来买药品， 但有网友报料
称，如今医保卡在某些药店几乎变
成了“购物卡”。媒体暗访发现，广
州一些连锁药店为招揽生意搞起
了副业，食品饮料、日用品等都可
刷医保卡购买。对屡屡出现的医保
卡变身购物卡现象，需要相关部门
加强有关知识普及，使参保者正确
认识和使用医保卡。此外，应加强
对药品销售门店的监督。

不能让医保卡
变身购物卡

罗志华：深圳居民近日在香港
大学深圳医院急诊科掀开衣服做
心电图检查时发现，竟有一个亮灯
的监控探头正对病床，此事引发网
民对就医隐私保护的担忧。应该通
过更高层级的规划审批，对医院安
装摄像头的行为加以规范与约束。
不妨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出
台一个关于医院如何安装摄像头
的行业规范， 确保在安装摄像头
时，既要有利于医院的安保，更要
考虑维护好患者的隐私。

“花式裁员 ” 不管其措辞
是多么的委婉和深奥， 其实质
就是公司不想承担其解除员工
劳动关系时应当赔付的代价 。
各级劳动监察部门和工会组织
在这个问题上要立场鲜明， 态
度坚定， 那就是任何的裁员开
人的举动， 都必须依法依规进
行， 坚决以 《劳动法》 《劳动
合同法 》 《工会法 》 等准绳 ，
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
不管那些互联网公司名头多
大， 在法律面前概无例外。

“外卖骑手统一编码”是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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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来， 广州交警查处
外卖车辆交通违法3.82万多宗 、
邮政快递三轮车违法 1.26万多
宗。 为规范广州外卖配送安全文
明出行， 切实改善外卖送餐车辆
交通违法现象比较突出的问题 ，
广州交警升级警企共建共治模
式， 试点推动外卖骑手统一编码
的新业态管理 。 (2月20日 《南
方日报》)

要遏制外卖送餐车辆交通违
法现象较为突出的问题， 就需要
各地相关部门能够主动作为，积
极求解。 广州交警试点推动外卖
骑手统一编码的新业态管理，这
种做法就是有的放矢， 很有针对

性，值得肯定。
让外卖骑手穿上统一编码的

衣服，编码实施“一人一箱一码”
的规则， 如果外卖骑手出现交通
违规行为， 就能通过电子眼抓拍
及时发现， 交警记录外卖骑手的
交通违规行为，定期抄告至企业，
通过企业督促外卖骑手到交警违法
处理窗口接受处罚，同时企业也要对
违法骑手进行内部处罚和教育。通
过这种警企共建共治模式， 提高
外卖骑手的违法成本， 能对外卖
骑手起到震慑与教育的作用，让
他们不敢为了抢时间交通违法。

除了要加强对外卖骑手的管
理， 也要看到外卖送餐车辆交通

违法现象较为突出的原因也在于
不少外卖骑手的权益没能得到很
好保障。如一些外卖平台为了“讨
好”消费，要求外卖骑手在规定的
时间送达，如果送餐慢了，顾客会
打差评。但现实中，送餐时间受到
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堵车、遇到

红灯等等， 这就让怕消费者给差
评的外卖骑手容易出现交通违法
行为。对此，需要外卖平台能够优
化服务评价体系， 保护好外卖骑
手的合法权益。 而不能只是让法
律与“苛求”把外卖骑手挤进生存
的“窄缝”艰难维生。 □戴先任

带薪年休假为职工法定假
期。 然而， 记者随机采访一些
机关企事业单位、 民办非企业
单位、 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
单位的80名职工后发现， 不休
拿不到补偿、 跨年自动清零、
年假被指定或冲抵、 跳槽后年
假 “缩水” 等休假 “潜规则”
不断， 让职工抱怨带薪休假仍
是 “纸上福利 ”。 （2月21日
《现代金报》）

关于年休假制度， 国家是
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予以保障的， 比如 《企业职工
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 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考虑职工本人意
愿 ， 统筹安排年休假 。 用 人
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
职工年休假或者跨 1个年度
安排年休假的， 应征得职工本
人同意。

据此有人说， 既然有国家
法律和规章制度的保障， 劳动
者应该具备较强的维权意识，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这话说
起来义正词严， 但是真正实行
起来却困难重重。 用劳动者的
话说， “人在屋檐下， 哪能不
低头”， 现实中没有几个人愿
意为了争取年休假的权益而和
自己的供职单位闹翻。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
除了进一步完善法律与制度之
外， 更加重要的是由政府职能
部门主动作为， 主动出击， 对
违法违规企业加大监管与处罚
的力度， 引导和督促他们主动
遵守国家的劳动法律， 保障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

仅有这些还不够， 针对劳
动者明知自身权益被侵害， 但
是却敢怒不敢言的问题， 劳动
监察部门要畅通投诉和举报渠
道， 在保护劳动者隐私信息，
避免劳动者被用人单位事后打
击报复的前提下， 严肃追究在
劳动者年休假问题上涉嫌违法
违规， 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
企业的责任， 让其为自己的违
法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同时
也警示其他用人单位。

□苑广阔

2019年春风行动正在热热闹
闹地进行当中， 本市将举办200
多场招聘或政策讲解活动为年后
急于找工作的各类务工人员排忧
解难。 （2月21日 《北京晚报》）

用工市场如此热闹， 传递的
是经济稳健持续发展的积极信
号。 而且， 招聘会上的一系列数
据也显示： 从企业需求来看， 操
作工 、 技能型人才相当抢手 、
“缺口 ” 很大 ； 就求职者而言 ，
择业已经从 “求生存” 向 “求发
展” 转变， 更加关注的是职业尊
严、 权益保障、 人文环境等隐性

待遇， 需要的是一份有话语权、
有存在感、 有发展空间的工作。

透过招工中的这些新常态 ，
我们看到了企业转型 发 展 的 新
变 化 、 求 职 者 理 性 就 业 的 新
改变 ， 这种 “变 ” 的方向是让
经济发展更有活力、 人民生活更
加美好， 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
强劲动能， 更形成了一种 “倒逼
的力量”。

面对招工新常态， 企业需要
改变选人用人思维。 随着 “人口
红利” 逐步消失， 依靠低成本劳
动力获利的生产方式已经走到尽

头。 某种程度上， 节后 “抢人”
热反映的是企业 “留人” 忧。 平
常的工作环境如何？ 成长的空间
有多大？ 这些都关系到员工的归
属感和忠诚度。 善待职工不是一
句空话， 既要把工资待遇、 权益
保护落到实处 ， 也应将企业文
化、 人文环境做优做好， 更应注
重技能培训、 发展机会的给予。
只有用真心、 爱心和关心让员工
心安了， 并有一个看得见、 摸得
着 、 得实惠的美好未来 ， 那么
“招工难” 怎又会难呢？

□徐剑锋

加强监管与处罚
破解年假“潜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