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如果一个员工在未请假、 没
出差的情况下连续3天不到岗 ，
期间还委托他人代为考勤打卡，
单位应理所当然地认为其构成严
重违纪， 也有权以旷工为由将其
辞退。 可是， 王琳所在公司以此
为由将她辞退后不仅产生了争
议 ， 仲裁和法院还认定公司无
理。 这是为什么？

原来， 作出辞退王琳决定的
欣欣公司与其前用人单位佳佳公
司系关联公司， 而欣欣公司误以
为自己有权处分王琳在佳佳公司
的旷工行为， 结果造成了如今的
被动。

3月5日， 按照二审法院的终
审判决， 俩公司共同向王琳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竞业
限制补偿金、 未休年假工资等合
计168660元。

关联公司交替用工
因为辞退发生争议

王琳今年38岁， 品学兼优的
她在职场闯荡多年后， 于2014年
5月4日入职佳佳公司。 该公司是
北京一家知名电商集团的子公
司， 其与王琳签订了期限至2019
年5月31日的劳动合同， 合同约
定王琳担任系统规划师职位。

2年后， 因集团进行组织架
构调整， 让王琳到另外一家子公
司， 即欣欣公司工作。 于是， 根
据集团安排 ， 佳佳公司作为甲
方， 王琳作为乙方、 欣欣公司作
为丙方于2017年10月1日共同签
订三方协议书。

该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是：
鉴于王琳为甲方员工， 甲方和丙
方同为电商集团旗下关联公司，
经友好协商，三方达成如下条款：

1.甲乙双方的劳动关系于
2017年9月30日解除。 乙方入职
丙方工作， 乙方与丙方的劳动关
系自2017年10月1日起， 劳动关
系截止期限同甲乙双方原劳动合
同的约定。

2.就甲乙双方劳动关系解除
事宜， 甲方无须向乙方支付经济
补偿或其他款项； 乙方与甲方无
劳动争议； 将来乙方和丙方的劳
动关系解除或终止时， 在根据法
律计算乙方应获得的经济补偿
时， 乙方在甲方的工作年限与乙
方在丙方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
丙方根据该合并计算的工作年
限， 依法计算应支付给乙方的经
济补偿。

在签订该协议当日， 王琳与

欣欣公司签订期限自即日起至
2019年5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 ，
约定王琳从事技术研发产品经理
岗位工作。 对王琳来说， 这样的
用人单位变更， 只是公司名称变
了， 实际工作地点及工作内容并
未发生变化。

令王琳想像不到的是， 她刚
入职欣欣公司不久， 该公司即以
其在佳佳公司连续旷工3天由将
其辞退， 并且按照上述协议约定
拒绝支付任何经济补偿。 因此，
双方之间发生劳动争议。

口头请假虽有不妥
后来公司无权处罚

王琳说， 她于2017年10月19
日收到欣欣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关
系通知书 ， 该通知载明 ： “因
2017年9月27日至9月30日， 王琳
在未向公司提交请假、 外出或出
差申请的情况下， 擅自不到岗工
作， 累计旷工已达3日。 且在未
到岗的情况下， 委托他人代为进
行上下班的考勤打卡 ， 情节恶
劣， 其行为已严重违反公司规章
制度。” 据此， 公司决定自2017
年10月18日起解除与王琳的劳动
合同。

王琳一看通知内容， 知道欣
欣公司所述事实基本属实 ， 但
是， 在所谓的旷工期间她仍属于
佳佳公司的员工， 即使其违纪应
当受到处分， 那也是佳佳公司的
事， 欣欣公司无权越俎代庖。

王琳认为自己在欣欣公司没
有过错， 欣欣公司无故解除其劳
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于是，她找
公司交涉，得到的回答是：无论你
在佳佳公司还是在欣欣公司，都
是在电商集团， 两个公司是一家
人，欣欣公司有权这样做。

“虽然这两家公司都是电商
集团的子公司， 但它们都有独立
法人资格， 是两家互不隶属的单
位。” 王琳说： “欣欣公司的说
法， 简直是耍无赖。 员工说其发
工资低， 它说自己是独立， 效益
不好工资就应该低。 现在， 要处
分员工了， 又把自己与其他公司
说成是一家。 岂有此理！”

多次交涉无果， 王琳以要求
佳佳公司及欣欣公司支付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拖欠工资、
未休年假工资、 竞业限制补偿金
等为由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在仲裁庭审中， 欣欣公司提
交规章制度及 《考勤审批单》 等
证据， 证明其辞退王琳是照章办

事。 其提交的录音显示， 集团人
事经理问王琳： “国庆节前是不
是有3天未上班？ 也未请假？” 王
琳回答： “那3天口头向主管领
导请了假 。 领导让发邮件补假
条， 我答应了。 但是， 在计划发
邮件那天晚上， 我的车在西四环
出了状况， 一直到凌晨才回去。
回家后又忙着准备东西赶4点的
飞机， 就把这事给忘了！”

对于当年10月12号到17日一
直没来公司上班， 也没有请假的
原因， 王琳的解释是： 部门主管
把她的电脑和电话全给封存了。

王琳对录音资料的真实性不
持异议， 但称其与佳佳公司、 欣
欣公司在三方协议中约定， 其与
佳佳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时无争议
及纠纷， 此后欣欣公司又以其此
前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关系， 属于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仲裁委审理认为， 王琳口头
请假虽然不妥， 但其主张符合法
律规定。 因此， 裁决佳佳公司向
王琳支付欠薪、 未休年假工资差
额、 竞业限制补偿金等； 欣欣公
司也需向王琳欠薪。

协议约定不能违法
两家公司各负其责

仲裁裁决后， 王琳与佳佳公
司 、 欣欣公司均向法院提起诉
讼， 王琳起诉在先。

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仲裁一
样。就竞业限制补偿金问题，王琳
提交了其与佳佳公司签订的保密
及竞业禁止协议，其中约定：王琳
在职期间或解除、 终止劳动关系
半年内， 不得直接或间接的以雇
员、咨询者、顾问、股东、董事、合
作方、 合伙方等方式从事竞业禁
止行为。若其履行该协议，公司需
支付竞业禁止补偿费。

佳佳公司辩称， 其虽与王琳

签有上述协议， 但后来签订的三
方协议载明， 其与王琳解除劳动
关系后双方再无劳动争议， 因此
拒绝支付竞业补偿费用。 此外，
王琳从离职后与欣欣公司建立了
劳动关系， 在新的劳动合同中并
未约定竞业限制补偿条款， 故应
属于对此前竞业限制协议的变
更。 从这一角度讲， 其也无须再
向王琳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

法院认为， 佳佳公司与欣欣
公司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关联
公司， 王琳先后与其建立劳动关
系， 其应分别承担劳动法意义上
的权利义务。 王琳与佳佳公司签
订了竞业禁止协议， 该协议合法
有效。 佳佳公司虽称三方协议书
载明双方再无其他劳动争议， 但
竞业限制协议系对劳动关系解除
之后劳动者的择业权所进行的限
制， 故解除劳动关系之时的无争
议条款并不能溯及至双方此后的
行为， 法院对佳佳公司此项抗辩
意见不予采信。

再者， 佳佳公司未举证证明
欣欣公司与王琳曾对竞业限制协
议作出变更或解除， 亦未举证证
明王琳在竞业限制期限内从事了
违反该协议的行为， 故仍应向王
琳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 竞业限
制期限应从王琳与佳佳公司劳动
关系解除次日起算。

基于欣欣公司以王琳在佳佳
公司的旷工行为解除劳动关系系
违法解除，综合各项事实证据，法
院判决佳佳公司向王琳补发工作
期间基本生活费359元、工资5374
元、未休年假工资18427元 、竞业
限制补偿金3.48万元； 欣欣公司
按三方协议约定依法向王琳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0.97
万元。 以上各项合计16.86万元。

两家公司不服法院判决提起
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于3月5日
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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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区司法局

案情介绍：
2014年7月 ， 于女士与郭某

感情破裂协议离婚， 当时于女士
收入状况较好， 且为了取得五岁
儿子的抚养权， 离婚协议约定儿
子由于女士单独抚养， 郭某无须
支付抚养费。 2018年9月， 于女
士因所在单位破产失业了， 其父
亲又身患疾病， 难以继续独自抚
养儿子， 请求郭某分担， 遭到了
拒绝。 于女士到北七家法援工作
站求助， 自己有权向前夫主张抚
养费吗？

法律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

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
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 第10条规
定： “父母双方可以协议子女随
一方生活并由抚养方负担子女全
部抚育费。 但经查实， 抚养方的
抚养能力明显不能保障子女所需
费用， 影响子女健康成长的， 不
予准许”， 于女士与郭某在离婚
协议中关于 “单方抚养并承担抚
养费” 的约定于法有据， 合法有
效， 但是我国 《婚姻法》 规定父

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 未成年或
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 有要求父
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 ， 《婚姻
法》 第三十七条第二款也明确规
定： “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
议或判决， 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
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
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

于女士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变
化， 抚养能力下降， 已影响到孩
子的健康成长， 此种情形下， 即
使离婚协议约定抚养费由一方承
担， 也不能免除另一方对孩子的
抚养义务， 于女士可依法要求郭

某承担一定的抚养费。 工作站建
议于女士与郭某协商处理， 协商
不成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维护儿
子的合法权益。

离婚协议约定抚养费由一方承担，还能向另一方主张吗？

老年人随着年
龄的增长， 身体各
项功能都会下降 ，
“花钱买健康 ” 成
为 老 年 人 普 遍 心
理。 这让不少骗子
看到了商机， 频繁
变化各种花招， 让
老年人花高价购买
“保健品”， 上当受
骗。 近年来， 各种
“专家” 频繁现身，
开办各种讲座， 常
常危言耸听讲述病
情的危害。 甚至在
某些讲座现场， 还
会 出 现 几 名 “激
动” 的老年人， 都
说自己是经过 “专
家” 的指点而减轻
病情甚至痊愈。 不
少老年人都会对其
所言信以为真， 尤
其是遇到与自己相
同的病症， 就更容
易上当。 其实， 这
些伪 “专家” 都是
通过讲座， 最终达
到卖所谓的药品或
保健品的目的， 往
往都会夸大产品的
功效， 非常有诱惑
力， 很多老年人在
听讲座的时候， 脑
袋一热就会购买 ，
但 往 往 这 些 “药
品 ” 、 “保健品 ”
都是没有资质的 ，
不仅没有疗效， 甚
至会贻误病情， 危
害健康。

因此， 延庆工商分局关
于保健品消费作出以下几点
提示：

1.保健品≠药品。 一些
保健品公司抓住了老年人得
病急于治病， 对其所买保健
食品的功效进行夸大吹嘘，
或声称 “几个疗程就能根
治” 等。 最终的结果就是：
老人花了很多钱， 但对治病
没有任何效果。 因为保健食
品是食品， 而不是药品， 不
能替代药物。

2.选购保健食品要认清
认准产品包装上的保健食品
标志及保健食品批准文号，
依据其功能及适宜人群有针
对性的选择， 并按标签说明
书的要求食用， 切忌盲目购
买和使用。 相关产品信息仍
可在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网站查询。

3.选购保健食品要到正
规的商场、 超市、 药店等经
营企业购买， 并索要发票或
销售凭据。

4.保健食品不含全面的
营养素 ， 不能代替其他食
品， 要坚持正常饮食， 而且
食用保健食品应按标签说明
书的要求食用。

5.消费者对所购买的保
健食品质量安全有质疑， 或
发现有虚假宣传食品和保健
食品具有疾病预防、 治疗功
能的， 请及时向区消费者协
会或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延庆工商分局 李响）

保
健
推
销
夸
大
宣
传
切
莫
轻
信
专
家
讲
座

延庆工商专栏

在前单位的旷工行为 后用工单位无权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