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昌平区司法局

□本报记者 赵新政

近日， 读者小董向本报反映
说， 他和同事小韩都离开了原单
位 ， 但他们的求职过程并不顺
利。 小董说， 他遇到一些单位乱
收费， 小韩险些被骗子骗入传销
组织。

对于小董、 小韩等求职者的
遭遇，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葛
磊律师在接受采访时， 对招聘单
位乱收费及传销行为的违法性进
行了详细的分析， 同时， 为求职
者如何规避和应对此类陷阱提出
了建议。

招聘单位乱收费将受处罚

小董说， 他原在一家公司从
事电工作业。 今年春节后， 他打
算换一个离家比较近的单位上
班。 起初， 他想托熟人介绍一个
单位。 后来， 他看到一则某公司
的招聘广告。 他按照约定前来应
聘时， 该公司负责人简单问一下
他的基本情况就说录取他了， 但
要求他办理入职手续前先交清体
检费、 培训费、 押金、 岗位稳定
金等费用。

事后， 小董发现， 对他进行
面试的所谓公司负责人， 其实就
是一家中介机构工作人员， 而这
家中介机构也是尚未办完成立手
续的 “皮包公司”。

“幸亏我要求到用人单位实
地查看， 这些骗子才没有骗走我
的钱！” 小董说。

【法律点评】
葛律师说，招聘单位乱收费，

主要是指用人单位或中介机构以
用工为名， 向求职者收取的报名

费、体检费、培训费、押金、岗位稳
定金、资料审核费等费用。而这种
行为是违反《劳动合同法》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的， 它同时侵犯了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

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针对用人单位上述 “乱收费” 现
象， 《劳动合同法》 明确规定：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 不得要求
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
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如此用人单
位违反该规定 ， 本法第84条规
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
以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
取财物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
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 并以每人
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标准处
以罚款； 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应对措施】
葛律师说，当前，此类招聘诈

骗的方法主要是通过一些 “皮包
公司”与不正规的中介机构合作，
先由中介机构以推荐工作为名收
取报名费、服务费等，后由“皮包
公司” 假装招聘员工， 收取体检
费、服装费、押金等费用，再编织
种种理由拒绝求职者上岗或中途
辞退。此外，还有一些中介机构会
在醒目地点张贴高薪酬、 优福利
等招聘启事吸引求职者上门，在
收取服务费、 培训费后便称职位
已满，找借口敷衍。

对于此类骗局， 求职者一定
要谨记找工作并不需要交纳任何
费用， 对于将先交报名费、 培训
费等作为条件的面试要谨慎对
待。 一般来说， 即使需要入职体
检， 通常的做法也是让求职者自

行到相关医院进行， 单位不会代
收体检费。

对于单位乱收费， 《劳动合
同法》 第79条规定： “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对违反本法的行为都有
权举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
行政部门应当及时核实、 处理，
并对举报有功人员给予奖励 。”
因此， 当求职者自身合法权益受
到侵害时， 可通过向有关部门进
行举报， 或者依法申请仲裁、 提
起诉讼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遭遇传销快脱离早举报

小董介绍说， 小韩是通过一
个同学介绍到一家公司应聘的。
奇怪的是， 一到该公司就被控制
了。对方不仅逼迫小韩交出手机、
将其随身携带的钱全部换成商
品，还让他与自己的同事、亲友联
系，让他们帮助推销相关产品。

“小韩趁看管他的人不备，乘
机逃了出来。 ”小董说，这件事对
小韩刺激很大， 他觉得自己想凭
劳动获得报酬， 结果却被人勒索
了。 因此，他对传销十分反感。

【法律点评】
葛律师说， 非法传销是指组

织者通过发展人员， 要求其缴费
或以购买商品等方式取得加入或
发展他人的资格， 从而牟取非法
利益的行为。 由于非法传销的社
会危害性较大， 一直被我国法律
所禁止。

国务院 2005年颁布实施了
《禁止传销条例》， 对传销行为的
种类与查处机关、 查处措施和程

序以及法律责任等做出详细规
定。 对传销活动的组织者、 领导
者 ， 《刑法 》 也将其规定为组
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 本罪追究
的主要是传销的组织策划者， 多
次介绍、 诱骗、 胁迫他人加入传
销组织的积极参与者。 对一般参
加者， 则不予追究。

【应对措施】
葛律师说， 非法传销一般以

亲 友 推 荐 的 途 径 传 播 ， 以 轻
松 赚 大钱 、 无需面试直接上岗
为噱头， 面试或工作地点都比较
偏僻且转换频繁， 公司业务不能
清晰说明。 对此， 求职者要了解
有关禁止传销的法规， 掌握识别
传销的基本知识 ； 自觉抵制诱
惑， 树立勤劳致富、 拒绝传销的
防范意识。 具体来说， 要做到以
下两点：

一是警惕非法传销行为， 切
勿让自己陷入传销陷阱。 一旦发
现自己可能陷入传销活动， 可向
有关部门举报， 寻求公权力机关
的救济。 我国 《禁止传销条例》
第6条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
有权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公安
机关举报传销行为。 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 公安机关接到举报后，
应当立即调查核实， 依法查处，
并为举报人保密 ； 经调查属实
的， 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对举报人
给予奖励。”

二是切勿被蒙骗而组织策划
领导传销行为。 因为 《刑法》 对
传 销 的 组 织 策 划 者 规 定 了 较
高 的 刑事处罚 ， 情节严重的最
高可被判处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求职遭遇乱收费、传销怎么办？

事件：
女工休98天产假后未

到岗上班被解雇

2015年12月1日 ， 宋某入职
四海公司， 在该公司工作两年半
时间。 期间， 她主要从事材料数
据录入工作， 月工资为3500元。

2017年6月， 宋某又怀孕了，
而且是二胎。 同年11月， 她申请
休产前假。 经公司批准， 其产前
假自2017年11月起至2018年2月
１３日止。

2018年2月14日 ， 宋某顺产
一女。 2018年2月14日至2018年5
月22日 ， 宋某休产假98天 。 自
2018年 5月 23日至 2018年 5月 31
日， 宋某继续休假9天。 2018年6
月1日， 公司以书面形式通知宋
某解除劳动合同。

四海公司认为，2018年5月23
日宋某产假期满后无正当理由拒
不到岗上班，经多次沟通无果，又
自行休假9天，且未办理任何请假
手续。公司《考勤管理制度》规定：
未经批准擅自休假的按旷工处
理，无故旷工7天以上，公司有权
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据此，解
除了宋某的劳动合同。

分歧：
公司认为二胎产妇只有

98天产假

宋某不服公司解除其劳动合
同的决定， 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提出申请 。 2018年8月 6
日， 仲裁委仲裁裁决确认四海公
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应支付
宋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21000元。

公司不服仲裁裁决。 公司认
为， 依据2018年 《女职工劳动保
护特别规定》 第7条第1款规定，
女工产假应为98天。 生育二胎的
女工， 不再享受国家规定的晚婚
晚育奖励30天假期。 据此， 公司
认为其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拒绝
向宋某支付赔偿金。

宋某认为， 她是合法生育二
胎 ， 生育二胎应与一胎同等对
待 ， 产 假 天 数 亦 应 为 128天 。
2018年 5月 23日至 2018年 5月 31
日， 她尚处于产假期间， 故无需
向公司请假。 因其有权休产假，
故不存在旷工行为。

法院：
二胎产妇也享受生育奖励假

《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 第18条规定： “机关、 企业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
的女职工， 按规定生育的， 除享
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 享受生育
奖励假30天， 其配偶享受陪产假
15天 。 女职工及其配偶休假期
间， 机关、 企业事业单位、 社会
团体和其他组织不得降低其工
资、 予以辞退、 与其解除劳动或
者聘用合同。”

根据上述规定， 法院认为，
北京市企业的女职工， 无论生育
一胎还是二胎， 只要是按规定生
育的， 都可以享受生育奖励假30
天。 因宋某生育二胎符合法律规
定， 其在2018年5月23日至5月31
日期间处于产假期间， 故四海公
司以其在上述期间存在旷工行为
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关系， 缺乏事
实及法律依据， 属违法解除， 应
依法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的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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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介绍：
2017年3月，

赵先生夫妇以其
儿子小赵的名义
买了套房子。 随
后， 小赵和其女
友小张领了结婚
证， 在对房子进
行了简单的装修
后， 二人入住新
房。但是，谁也没
有想到， 结婚还
不到两年， 小赵
和小张就因为多
种原因， 背着赵
先生夫妇协议离
婚了。 离婚后老
两口才知道房子
在婚内已经变更
为儿媳小张的名
字， 更让他们不
能接受的是 ：在
离婚协议中 ，双
方约定：价值230
万元的房子归妻
子小张所有。 儿
子竟然把他们用
一生的积蓄购买
的房子给了前妻
小张。气愤之下，
赵先生夫妇来到
天通苑南法律援
助工作站进行咨
询， 儿子是否有
权利处置他们出
资购买的房子？

法律分析：
《物权法》规

定， 不动产物权
的设立、变更、转
让和消灭， 应当
依照法律规定登
记。 不动产物权
的设立、变更、转
让和消灭， 经依
法登记， 发生效
力；未经登记，不
发生效力。 不动
产登记， 由不动
产所在地的登记
机构办理。 不动
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
消灭， 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
记的， 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
簿时发生效力。 不动产登记
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
据。

从上面的法律规定可以
看出，对于不动产而言，其权
属的确定完全是以登记为条
件、 以登记簿的内容为依托
的。 赵先生夫妇使用自己一
生的积蓄以儿子的名义购买
住房， 并在不动产登记簿上
使用儿子的名字的行为，在
感情上虽然表达了赵先生夫
妇对儿子的爱，但在法律上，
这一行为的结果是赵先生夫
妇的儿子小赵成为了房屋的
所有人。

《物权法》第39条规定，
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
者动产， 依法享有占有、使
用、 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小
赵在离婚协议中将价值230
万元的房屋给了前妻小张的
行为， 只要是其真实的意思
表示，就是合法有效的。

□本报记者 李婧

女女职职工工生生育育二二胎胎
还还有有3300天天奖奖励励假假期期吗吗？？

女职工生育二胎，产假是98天还是128天？ 就此问题，四海润元装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四海公司”）与女职工宋某产生了分歧。

因为生育二胎后，产假休满98天，宋某没有来单位上班被公司解雇。她申请劳动
争议仲裁，得到仲裁支持。

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对此案进行宣
判，支持宋某的索赔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