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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未能解除合同
虚构病假开除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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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新郎嗜赌如命且不悔改
能否诉请离婚并拒退彩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
法》 于2018年8月31日经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通过， 并于2019年1
月1日起正式施行。 现在网购已
经成为消费者生活密不可分的一
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
务法》 正是为消费者网购保驾护
航的一部法律， 那么 《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都有哪些亮
点、 哪些重要内容， 将如何保护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呢？ 现就结合
这部法律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和
解读。

解读一： 个人开网店需要进
行工商和税务登记

以往个人在第三方交易平台
上开网店可不需要进行工商和税
务登记， 进驻几乎是零门槛。 现
按照 《电子商务法》 有关规定，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依法办理市场

主体登记， 并应当在销售商品或
者提供服务时依法出具纸质发票
或者电子发票等购货凭证或者服
务单据， 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在
客观上有利于营造各经营主体公
平竞争的环境， 也有利于保障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解读二： 禁止虚构交易、 编
造评价， 平台不得删除评价

“亲， 给个五星好评吧， 返
2元红包！” 这种为提高销售额而
刷销量、 刷好评、 删差评的 “炒
信 ”、 “刷单 ” 行为屡见不鲜 ，
严重误导消费者， 损害消费者知
情权、 选择权。 《电子商务法》
对 此 明 确 要 求 电 子 商 务 经 营
者 全 面 、 真实 、 准确 、 及时披
露 商 品 或 者 服 务 信 息 ， 禁 止
以 虚 构交易 、 编造用户评价等
方式进行虚假、 引人误解的商业
宣传， 欺骗、 误导消费者， 不得

删除评价， 违者可能面临最高50
万元罚款。

解读三 ： 快递不能无限延
期， 商品运输风险由商家承担

网购商品迟迟未到总会让很
多消费者倍感焦急， 商家时常对
商品在运输过程中的损毁不愿承
担责任。 根据 《电子商务法》 有
关规定，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按
照承诺或者与消费者约定的方
式、 时限向消费者交付商品或者
服务， 并承担商品运输中的风险
和责任。 但是， 消费者另行选择
快递物流服务提供者的除外。

解读四： 搭售要显著告知，
“默认勾选” 被禁止

部分电子商务经营者经常会
采取使用很小的字号、 默认勾选
等各种方式 ， 使消费者在不知
情、 难以察觉的情况下， 出让一
些权利或者被捆绑搭售。 这种未

经消费者明示同意变相强制搭售
的行为， 不仅有违诚实信用， 也
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 选择
权 、 公平交易权 。 针对这种情
况， 《电子商务法》 规定， 搭售
商品或者服务， 应当以显著方式
提请消费者注意， 且禁止作为默
认同意的选项。 商家违反该规定
的， 将面临最高50万元的罚款。

（延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李会朴）

《电子商务法》重要内容解读

法官识破真相
公司赔偿18万
□本报记者 李婧

事件：
女职工在解聘前发现怀孕

2015年7月1日 ，26岁的刘巧
云入职这家医院管理公司， 工资
标准为每月6000元。 双方签订了
期限为2015年7月1日至2018年6
月30日的劳动合同。 2015年12月8
日，公司和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公司代理人在法庭上表示，
解约原因是刘巧云不适合市场推
广主管岗位。她当时同意，而且提
出需要交接工作， 双方商定于同
年12月11日在解除协议上签字。

到了约定日期， 即双方商定
解除劳动合同的那天， 刘巧云在
医院检查后确认自己已经怀孕。
于是 ， 她将检查化验单交给公
司， 没有按约定签署解除劳动合
同协议。

此后， 公司让刘巧云回家等
消息。

2015年12月23日， 刘巧云收
到公司邮寄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书。 因对公司的解除劳动合同的
决定不服， 她向仲裁机构提出仲
裁申请。

公司：
职工用虚假理由请假算旷工

在仲裁期间， 公司拿出了一

张北京某二甲医院出具的假条，
上面写明：“诊断及处理意见：腹
痛待查，建议休息叁天。 ”假条的
患者姓名为刘巧云， 开具时间是
12月9日。 同时，公司还出具该医
院的证明一份。证明内容为：该病
休证明非本院医师出具。

公司代理人称， 因刘巧云提
供虚假的医院诊断证明欺骗公
司， 事实上存在旷工行为， 已严
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规定。 因
此， 公司于同年12月21日向刘巧
云下发解约通知， 公司与她的劳
动关系自2015年12月11日起已经
完全脱离。

公司称， 本单位管理制度规
定： “员工伪造医院证明骗取假
期的 ， 一经查实将扣回已发薪
资， 已休病假按旷工处理。 通知
上班而拒不上班者， 公司有权解
除劳动合同， 由此而解除劳动合
同的， 公司不予支付任何经济补
偿。” 据此， 公司对刘巧云作出
了相应的处分。

在仲裁和诉讼过程中， 刘巧
云一直否认曾经提交过这张虚假
的假条。 因为病休证明上仅有打
印出来的患者署名， 并没有患者
亲笔签名， 这张假条是否为刘巧
云本人开具并提交， 双方一直争
论不休。

在争议过程中 ， 即2016年8
月， 刘巧云分娩产下一女婴。

2016年10月， 劳动仲裁委驳
回刘巧云申请要求。 刘巧云不服
裁决 ， 起诉至北京市朝阳区法
院， 要求判决公司恢复双方劳动
关系、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职工：
假病假条不是我交的

在法庭上 ， 刘巧云告诉记
者， 她根本没有向公司提交过虚
假的病休证明， 那张假条她以前
没有见过。

“我确实怀孕了， 为什么要
提交假病假条？ 那家医院既不是
我建档生育的医院， 我也没有去
进行过检查 。 那家医院远在通
州， 也不是我家附近的医院， 我
为什么要伪造一张他们医院的假
条呢？” 刘巧云说， 自己刚入职
不久就怀孕， 才是公司与她解约
的主要原因。

刘巧云还表示， 公司与她协
商解除劳动合同但没达成协议，
之后让她在家等消息， 所以她在
当年的12月9日、 10日没有上班，
这两天也不是旷工。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 刘巧
云提交了公司给她发送的电子邮
件，内容为：“经过刚才的谈话，您
同意以下内容：1.2015年12月8日
为 您 的 最 后 一 个 工 作 日 ；2.于
2015年12月8日完成您的交接工
作；3.同意《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
议书》内容，并于2015年12月11日
前签署。 ”刘巧云说：“这可以证明
我在2015年12月9日、10日没有上
班，是公司安排的。 ”

公司提出， 既然刘巧云没有
在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上签字， 就
应该继续上班。 但是， 刘巧云在
2015年12月8日以后没有继续上
班， 应当属于旷工。

此外， 公司坚持刘巧云提交
了虚假的病假证明， 根据公司的
管理制度， 公司有权解除其劳动
合同。

法院：
单位应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朝阳法院审理认为， 在劳动
争议纠纷案件中， 因用人单位作
出开除、 除名、 辞退、 解除劳动
合同、 减少劳动报酬、 计算劳动
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
的， 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现
在， 公司已通知刘巧云2015年12
月8日为其最后一个工作日， 双
方正处于协商阶段。 之后公司再
以日期为2015年12月9日的诊断
证明虚假为由解除劳动关系缺乏
依据， 且员工刘巧云不认可该份
诊断证明为其开具， 公司未提交
证据证明假条来源。 同时， 公司
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通知刘巧云
上班但刘巧云拒不上班。

据此， 法院判决公司继续履
行劳动合同。 公司不服该判决提
起上诉，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 审 理 后 判 决 驳 回 上 诉 ， 维
持原判。

法院终审判决后， 公司一直
拒绝履行法院判决确定的义务，
没有为刘巧云提供工作岗位。 同
时， 还以经营不善为由， 要求刘
巧云待岗， 仅发放生活费。

2018年4月 ， 刘巧云提出辞
职， 并与公司再次对簿公堂， 要
求公司支付自2015年12月10日以
后的工资。 近日， 法院判决公司
支付刘巧云工资16.8万元、 解除
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1.8万元 ，
两项合计18.6万元。

至此， 这场近3年的劳动争
议案件终于落下帷幕。

编辑同志：
三个月前， 我与肖某经

别人介绍相识谈婚。 因彼此
年龄不小加之父母催促， 两
个月后便办理了登记结婚。
按我们当地习俗， 肖某此时
仍属于 “准新郎”， 只有经
过摆酒宴请亲朋， 才算正式
完婚。

就在这个时候， 我在派
出所工作的堂兄说， 肖某非
常喜欢赌博， 甚至是嗜赌如
命， 为此已被公安机关治安
拘留多次。 而肖某对于我的
劝说和反对 ， 一直敷衍了
事， 暗地里仍继续参赌。

无奈， 尚未与肖某同居
生活的我只好提出离婚， 但
肖某拒绝离婚， 其理由是赌
博只是个人爱好并不影响
夫 妻共同生活 ， 即使要离
也必须返还其已付的10万元
彩礼。

请问： 我能否要求离婚
并拒绝返还彩礼？

读者： 刘瑶婷

刘瑶婷读者：
你可以要求离婚， 但必

须返还彩礼。
一方面， 肖某的好赌恶

习属应当准予离婚的法定
事由。

《婚姻法》 第三十二条
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调解无效的， 应准予离婚：
…… （三） 有赌博、 吸毒等
恶习屡教不改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
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
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
具体意见》第10条也指出“一
方好逸恶劳、有赌博等恶习，
不履行家庭义务，屡教不改，
夫妻难以共同生活的”，视为
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一方坚
决要求离婚，经调解无效，可
依法判决准予离婚。

肖某婚前即具有赌博恶
习， 被公安机关拘留多次不
知悔改， 在你的劝说和反对
下仍继续参赌， 如此行径必
将给夫妻共同生活造成严重
妨害， 导致彼此 “难以共同
生活”， 故你的离婚请求应
当得到支持。

另一方面， 你应当返还
彩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
释 （ 二 ） 》 第 十 条 规 定 ：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
给付的彩礼的， 如果查明属
于以下情形， 人民法院应当
予以支持： (一) 双方未办
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 (二 )
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
未共同生活的； (三) 婚前
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的 。 适 用 前 款 第 ( 二 ) 、
(三 ) 项的规定 ， 应当以双
方离婚为条件。” 这就是说，
彩礼的返还并不与男方对未
能结婚或者解除婚姻存在过
错为构成要件， 而在于是否
具备所列情形之一。

与之对应， 因为你与肖
某虽已办理结婚登记， 但未
同居生活， 明显与第 （二）
项吻合， 所以， 不论彩礼数
额巨大是否造成肖某生活困
难， 或者肖某对离婚存在过
错， 你都应当返还彩礼。

颜东岳 法官

女职工刘巧云（化名）与其以前供职的公司———北京某
医院管理公司打了3年的劳动争议案件于近日结束。

这起案件的起因是：在协议离职的当天，刘巧云刚好查
出怀孕。因此，她没有签署解除劳动的协议，而是向单位说明
自己已经怀孕这个情况。 然而，她依然收到了公司解除其劳
动合同的通知。 由此，双方发生争议。

令人意外的是：在劳动争议仲裁期间，公司竟说，因刘巧
云提交了虚假的病假条请假，严重违反公司章程，所以，开除
她是合法的。 刘巧云否认曾经向公司提交过虚假病假条。

那么，这张来源有争议的病假条 ，能否作为开除员工
的证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