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柔工商专栏

□本报记者 赵新政

申少玲一直很欣赏自己的老
板小崔， 原因是二人都从物业管
理员干起， 她至今仍是一个一般
的工作人员， 而小崔用9年时间
即从保洁员、 班长、 科长一直升
职到总经理， 现在还成了物业公
司的老板。

“有相同的起点， 不一定有
相同的命运。” 申少玲说， 一开
始小崔对她很尊重， 可以说是不
叫姐不开口说话。 但是， 这些年
来小崔官升脾气长， 不仅不再与
她聊天了， 即使偶然见面也基本
上不跟她说话了。

让申少玲不能忍受的是： 在
监控室当监控员的她， 因未听从
部门主管让她拔草的工作安排，
竟然被辞退了。 而且小崔像对待
其他员工一样， 一分钱的经济补
偿都不给。

起初， 因申少玲没有证据，
小崔对她的态度十分傲慢 。 后
来， 经律师指点她取得了证据，
在这些证据面前， 蛮横的老板只
得同意调解并于2月20日向她支
付5万元经济补偿。

要求监控员去拔草
一次不听话就辞退

申少玲是河南农村人， 很早
就来到北京打工。 因没有文化，
她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宾馆或餐厅
里给人帮工 。 2009年6月20日 ，
一家物业公司招聘保洁员， 她报
名应聘后就进入这家公司。 在这
里， 她结识了一同来此应聘的小
崔， 二人还被安排在同一个班里
工作。

“小崔有文化， 没过多久就
换了工作岗位， 后来又一步步升
职。” 申少玲负责公司住所地所
在小区的4座楼房的卫生。 这些
楼总共有24个单元， 按照公司规
定需每天清扫一次， 每月用拖布
清理一次。

申少玲说， 她的工资最初是
每月900元， 以后不断增长达到
每月2700元。 这么多年来， 她一
直是每周工作7天， 每天工作8小
时， 从来没有休息日。 即使法定
节假日， 她也在岗位工作。

“我一向听话不挑活， 叫干
啥就干啥， 让到哪里就到哪里。”
申少玲说， 从2017年1月起 ， 公
司安排她到监控室工作， 每天除
了看监控没有别的事， 比保洁轻
松多了。

在监控室， 申少玲的工作时
间是下午4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
第二天下午4点再上班到上午8
点， 然后连续休息2天。

2018年9月6日， 部门主管要
求申少玲去拔草。 因连续值班有
点困倦的她没去拔草， 并说主管
的安排不合理。

“我是半开玩笑半认真， 没
有对抗领导的意思。 主管当时也
没说什么。” 申少玲说， 直到9月
11日一切都很正常。 但9月12日
下午一到岗， 主管竟然通知她立
即离开工作岗位， 理由是总经理
小崔说： “让她滚蛋！”

无故被辞心里委屈
依法维权缺少证据

“就这样， 在无任何理由情
况下， 我被公司辞退了。” 申少
玲说， 她一直想不通究竟是为了
什么， 而主管的口头理由是： 不
服从劳动分配。

“既然是解除劳动关系，我还
签订过劳动合同， 这些年又没休
过年假，公司总该有些表示吧！ ”
申少玲说，公司只催着她离职，不
要说离职经济补偿， 连没有支付
的8月份的工资也不给了。

“主管转达的就是老板小崔
的意思， 我想找小崔聊聊， 他根
本不理睬我。” 申少玲说， 一气
之下她拨打了司法局148求助热
线进行咨询。 经介绍， 她来到北
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
心。 该中心指派于帆律师为她提
供法律援助， 而她此时却没有任
何索赔的证据。

于律师问： “入职后与单位
是否签订过劳动合同书？”

申少玲说： “签订过劳动合
同， 但我手中没有。”

于律师问： “入职后单位以
何种形式发放工资？ 是现金还是
打入银行卡？”

申少玲说： “现金。”
“银行交易记录可以证明劳

动关系的存在， 如果没有公司发
放工资的凭证 ， 又没有劳动合
同， 劳动关系很难确认。 如果没
有劳动关系 ， 就谈不上索赔 ！”
于律师问申少玲手里有没有在工
作期间形成的材料， 如值班、 交
接班记录， 或开会、 培训记录签
名等， 她都没有。

“能不能让同事为你出庭作
证， 证明你是公司的员工？” 于
律师问。

“我到监控室工作后， 公司
把保洁业务转出去了。 那些在保
洁岗位工作的同事都走了， 没人
给我作证。” 申少玲想了又想说：
“现在在监控室工作的同事也不
会为我作证， 他们怕因作证被老
板开除。”

“公司辞退你时给没给书面
通知？” 对律师这个疑问， 申少
玲说公司什么都没给， 主管一句
话就把她轰走了。

“如果公司让你走人却什么
也没给， 可以断定是违法解除劳
动关系。” 于律师说， 不过， 要
向 公 司 索 赔 还 应 该 有 充 分 的
证据才行。

律师支招巧妙取证
铁证面前老板低头

从申少玲的讲述看， 其入职
多年未休年假并且经常加班， 若
能认定劳动关系且公司存在违法
辞退员工等问题， 公司应承担的
赔偿责任不会小。 于律师虽相信
申少玲的话， 但她的要求不经仲
裁诉讼很难解决， 而仲裁或诉讼
需要有充分的证据才能赢。

交谈中， 申少玲说她已经50
岁， 于律师听后一惊！ 因为， 如
果其已满50周岁， 那就不存在是
否解除或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这个
问题。 考虑到农村人有按虚岁计
算年纪的习惯， 经详细询问其出
生年月日， 最终确认其再过4个
月才满50周岁。 由此， 可以确认
其离职时仍属于劳动法规定的劳
动者。

经过对案件分析， 于律师认

为 ， 单 位 在 无 任 何 理 由 情 况
下辞退申少玲是一种违法行为。
申少玲工作岗位为监控岗位， 公
司 在 工 作 职 责 之 外 安 排 其 拔
草 ， 其可以提出异议 。 退一步
讲， 即使其未按照安排去拔草，
亦不构成 《劳动合同法》 规定的
单 位 可 以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的 法
定事由。

不过， 打官司打的是证据，
自己主张的事实要靠证据来支
撑。 如果没有证据， 这个官司就
没法打了。 面对这种情况， 于律
师决定从双方曾经签订过劳动合
同入手， 指导申少玲收集证据。

一是先找公司， 以找工作需
要证明为由， 请求单位给她出具
一份解除劳动合同书面通知书。
此时， 态度一定要好， 绝对不能
与公司搞僵。

二是以公司不与自己签订劳
动合同且违法解除为由， 向劳动
监察大队举报。 通过劳动监察部
门， 逼迫公司交出劳动合同书。

拿到这些证据之后， 申少玲
向仲裁机构递交了仲裁申请书，
请求裁决公司向其支付加班费、
赔偿金等。 不过， 她告诉律师，
在公司里所有事情都由小崔说了
算， 凡小崔让 “滚蛋” 的人没有
人能留下来或得到赔偿的。

果不其然， 为了证明公司行
为的合法性， 公司指派司机、 监
控员、 收费员等8个证人出庭作
证， 并说了不少申少玲的坏话。
但是， 针对劳动合同中载明的6
天工时制度、 未支付加班费、 未
支付申少玲8月份工资等硬伤 ，
公司不能自圆其说。

在不能否认劳动关系又面临
败诉赔偿的情况下， 老板小崔最
初的不接受调解变成了积极寻求
调解， 央求仲裁员将调解结案的
金额一压再压。 考虑到打官司周
期长、 申少玲急于回家办事等因
素， 于律师提出6万元调解结案
的建议。

而公司只同意支付1万元 ，
经仲裁员协调同意一周后给付5
万元。 于律师提出， 5万元需当
庭支付， 否则不接受调解。 公司
自知理亏， 当庭结清了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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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蛮横横老老板板
为为““任任性性””埋埋单单55万万

一是高度重视。
召开班子成员和相关部门

负责同志参加的班子扩大会和
全体人员参加的年报公示工作
专题会， 对年报公示工作进行
安排部署。

二是分类推进。
结合往年年报工作情况 ，

将市场主体初步分类， 分别采

取电话告知、 上门指导和通知
招商单位等方式开展工作。

三是结合实际。
根据示范区市场主体实

际， 特别是部分个体工商户和
农业合作社信息化水平较弱的
实际 ， 分局各工商所进村入
户， 对年迈、 患病、 文化程度
低和留守型市场主体开展帮扶

式年报服务。
四是广泛宣传。
分局采取电话、 上门和示

范带动等方式 ， 紧抓 “时间
点 ”、 紧盯负责人和联络员等
“关键人”， 切实加强政策宣传
和法规解读， 广泛普及年报知
识， 确保按照要求完成2018年
度市场主体年报公示工作。

怀柔工商积极推进年报工作

编辑同志：
三个月前， 我在一家车

行购买了一辆二手货车， 用
于从事货物运输营利。 不曾
想， 在办理过户手续时， 车
辆管理所告知该车系他人被
盗汽车， 随即又被公安机关
追缴。

因与车行就赔偿问题协
商未果， 我以车行没有告诉
我真相属于欺诈为由， 起诉
要求法院判令车行按我所付
购车款给予三倍赔偿。 而法
院于近日驳回了我的三倍赔
偿请求， 只让车行返还购车
款、 赔偿停运损失。

请问： 这到底是为什么？
读者： 张金莲

张金莲读者：
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一方面， 本案不适用三

倍的惩罚性赔偿。
虽然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第五十五条规定： “经
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
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
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
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
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
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但其第
二条规定： “消费者为生活
消费需要购买、 使用商品或
者接受服务， 其权益受本法
保护； 本法未作规定的， 受
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保护。”

这就是说， 在经营者的
行为构成欺诈的情况下， 能
够享受三倍赔偿的主体只能
是 “消费者”， 且消费者购买
的目的是在于 “生活消费需
要”。 而 《消费者使用说明总
则》 规定： “消费者为满足
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
买、 使用商品或服务的个体
社会成员。” 正因为你购车的
目的是从事货物运输即营运
牟利， 属于生产消费， 并非
出于生活需要， 所以， 你并
不属于 “消费者 ” 的范围 ，
对出现的纠纷不能按照 《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 来处理。

另一方面， 车行应承担
普通赔偿责任。

车行无需三倍赔偿，并不
等于其无需担责。 因为《合同
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
十八条分别规定：“一方以欺
诈、 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
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
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
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
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合同无
效或者被撤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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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
损失……”

因此， 只要车行的行为
构成欺诈， 便必须承担退回
购车款、 赔偿停运等损失的
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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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诱使对方
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
行为。 与之对应， 车行作为
专业销售商， 应当知道也必
须审查货车的真实情况， 而
其没有向你如实告知， 你因
为不明真相而购买 。 因此 ，
你已经具备了相应的索赔条
件， 车行应当对你的损失进
行赔偿。

颜东岳 法官

叫干啥就得干啥 不听说就被辞退

购得他人被盗货车
能否向经销商索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