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律师：
您好!
我有一位朋友与公司之间因

工资问题发生了矛盾， 要求用人
单位按劳动合同的约定发放工
资。 我想咨询一下， 职工与公司
发生劳动争议后， 当事人可通过
哪些法律途径处理劳动争议？ 法
律对此有相关的规定吗？

谢谢您的答复。

答：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四条、 第五
条及第九条规定 ， 发生劳动争
议 ， 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协
商， 也可以请工会或者第三方共
同与用人单位协商， 达成和解协
议。 发生劳动争议， 当事人不愿
协商、 协商不成或者达成和解协
议后不履行的， 可以向调解组织
申请调解； 不愿调解、 调解不成
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
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 对仲裁裁决不服的， 除本
法另有规定的外， 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用人单位违反国家
规定， 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
报酬， 或者拖欠工伤医疗费、 经
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的， 劳动者可
以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 劳动行
政部门应当依法处理。

据此， 发生劳动争议后， 当
事人可以通过协商、 调解、 仲裁
和诉讼四种途径解决劳动争议，
除此之外， 用人单位违反国家规
定， 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
酬， 或者拖欠工伤医疗费、 经济
补偿或者赔偿金的， 劳动者可以
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 劳动行政
部门应当依法处理。

发生劳动争议
可通过哪些途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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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3月19日上午，密云法院开庭
审理一起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件。 被告女子李某因情绪激动当
庭撕毁庭审笔录、藐视法庭纪律，
妨害了正常的民事诉讼程序，被
法院依法处以2万元罚款并拘留1
天的处罚。

案件回放
当天上午， 某物业公司诉被

告李某等6人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案在密云区法院开庭审理。 庭审
中，业主方认为物业服务不到位，

部分业主哄闹法庭。在长达3个小
时的庭审结束后，6名被告均拒绝
在庭审笔录上签字。

事发当天监控显示 ：11点53
分， 一位身穿橘色连衣裙的女子
背对着摄像头，趁法官转身之际，
撕毁了开庭笔录， 场面一度十分
混乱。虽然法警迅速出警，将该女
子控制。 经查，该女子就是李某。

由于李某无故撕毁笔录，严
重藐视法庭，挑衅司法权威，法官
对她进行严厉训诫。此后，李某认
识到自己的错误且造成了严重后

果，承诺今后不会再犯。
根据李某的行为， 密云法院

依法对其作出罚款2万元及拘留1
天的处罚决定。现在，李某已全额
缴纳了罚款。

法官说法
“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当事人

应当尊重司法工作人员， 遵守法
庭规则，听从法官指挥，以妥当的
方式表达主张自己的权利， 确保
良好的司法秩序。 ”密云区法院参
与本案审理的法官表示， 任何藐

视司法权威，严重妨害诉讼秩序，
损害司法尊严的行为都将受到法
律的制裁。

庭审笔录是人民法院案件审
理过程中全面、客观真实的记录，
是司法权威的象征。本案中，李某
撕毁开庭笔录的行为符合 《民事
诉讼法》 及其司法解释中妨害民
事诉讼的情形。因此，密云法院及
时制止李某的违法行为并对其进
行罚款拘留， 既对其本人进行了
普法教育，更彰显了司法正义，维
护了司法尊严。

女子手撕庭审笔录被罚款2万拘留1天

合同约定与实际发放不一 银行转账与现金支付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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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怀柔区1+3战略的发展
和怀柔区会都功能定位， 怀柔区
市场监督三项措施做好食品安全
服务保障准备工作。 一是提前谋
划制定保障预案， 从保障和应急
预案的制定 、 从业人员管理培
训、 食品采购、 加工制作、 食品
留样和索证索票等方面， 提出了
具体要求； 二是主动出击加强监
督检查， 对服务重大活动的酒店
等餐饮机构进行定期检查， 重点
现场查看了后厨管理和操作场所
及设施设备， 并对发现的食品安
全隐患组织了整改； 三是加强约
谈签订责任书， 与服务重大活动
相关餐饮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了
食品安全责任约谈 ， 并签订了
《重大活动食品安全责任书》。

“工资拆分”到底有多大陷阱？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合同到期戛然而止
员工索要离职补偿

今年53岁的史一元是一位老
资 格 的 汽 车 钣 金 工 ， 在 多 家
单位工作之后于2014年10月入职
北 京 一 家 汽 车 改 装 公 司 。 该
公 司 是一家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下属单位， 具有丰富的资金管理
经验。

工作2年后， 公司再次与史
一元签订劳动合同时， 在合同中
约定： 甲方为汽车改装公司， 乙
方为史一元； 合同期限为2016年
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 乙方
工作职务为钣金工； 月基本工资
为1600元， 效益工资按公司具体
规章制度给付。

史一元说， 在这份劳动合同
中， 只有他本人签名是真实的。
由于签订时合同是空白的 ， 所
以， 其他内容都由公司填写。

史一元说， 他在2017年3月9
日前的月工资是3300元。 此后 ，
他的月工资调整为4200元。 平日
里， 公司通过银行转账1600元和
现金支付2600元两种形式向他支
付工资。

“由于工资总额一分钱不少，
所以， 我一直没有在意合同中标
明的工资金额。 ”史一元说，合同
到期后公司连个招呼也不打，当
即通知他走人。而此时，他已在公
司又工作了半个月时间。

“凭我的技术经验， 虽然离
开公司后不愁找工作， 但我觉得
公司不提前通知就突然叫停我的
工作 ， 这是对我的不尊重 。 况
且， 公司还欠我很多工资没有发
放 ， 哪里有说走就走的道理 ？”
史一元说 ， 他要求公司结清欠
薪、 给付离职经济补偿并支付未
提前一个月通知的代通知金， 却
遭到公司的拒绝。

仲裁法院判令补偿
补偿金额相差较大

2018年4月16日 ， 史一元向
仲裁委递交申请。 仲裁委审理后
裁决公司需向史一元支付终止劳
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881元、 未提
前一个月通知终止劳动关系代通
知金1923元， 但驳回了他的其他
仲裁请求。

史一元不服裁决， 以仲裁委
计算经济补偿数额有误、 未支持
其追偿欠薪为由， 向法院提起诉
讼 。 请求法院判令公司向其支
付： 1.被拖欠的2017年3月1日至
2018年 4月 15日工资差额 39250
元； 2.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16800元 ； 3.未提前一个月通知
终止劳动关系代通知金5793元。

公司答辩称， 其在劳动合同
到期之前30日已经以书面形式通
知了史一元劳动合同到期不再续
签 ， 故不存在未提前通知的事
实， 亦不应支付未提前30日通知
的代通知金。 此外， 其已经将史
一元工作期间的所有工资发放完
毕， 不存在欠薪的事实。

公司认为， 史一元主张的经
济补偿金的计算标准， 缺乏事实
与法律依据。 故不同意史一元的
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认为， 用人单位对
劳动者的工资负有举证责任。 本
案中， 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
和现金支出凭单， 可以证明其发
放工资的方式有银行转账和现金
支付。 然而， 其主张的史一元的
工资标准明显低于市场平均工资
标准， 对此法院不予采信。 在没
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 采信
史一元关于工资标准的主张。

鉴于公司没有足额为史一元
发放工资的事实， 法院认为， 公
司应当支付史一元2017年3月1日

至2018年3月31日被拖欠的工资。
由于史一元无证据证明其在劳动
合同到期后继续在公司工作， 故
对其所谓的多工作15天的主张不
予支持。

法院认为， 史一元的劳动合
同到期终止， 公司应按照 《北京
市劳动合同规定》 的要求提前30
日通知史一元不再续签， 可公司
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履行了
上述义务， 故对史一元要求支付
代通知金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综上， 在扣除史一元向公司
借款之后， 法院判令公司向其支
付相应期间工资差额 32740元 、
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4700
元、 代通知金5793元， 三项合计
53213元。

“法院的判决比仲裁裁决的
数额整整多出46409元。” 史一元
说， 这是对其工资标准认定不同
得出的不同结果， 仲裁采用的是
合同约定的1600元的工资标准 ，
而法院采用的是 4200元的工资
标准。

二审详查工资标准
公司谎言终被戳穿

法院判决后公司不服， 其向
二审法院上诉称： 原审判决关于
史一元的月工资标准及未提前通
知终止劳动关系的事实认定错
误， 且法律适用错误。 请求撤销
原判、 改判公司无需支付原审判
决的全部款项。

二审过程中， 公司主张史一
元的月工资为1600元， 每月通过
银行转账支付， 仅在无法转账的
情况下才通过现金发放工资。 为
此， 提交书面劳动合同、 银行转
账记录及现金支出表加以证明。
劳动合同在载明相关事实的同
时， 还显示： 史一元的效益工资
按公司具体规章制度给付。

此外 ， 公司还主张其单位
2017年经营状况不佳 ， 没有盈
利， 故不存在效益工资。 对此，
还提交纳税申报表加以证明。

史一元说， 其2017年3月9日
前月工资为3300元， 此后调整为
4200元， 公司每月通过银行转账
1600元和现金2600元两种形式支
付工资。 为此， 他向法院提交员
工工资调整表复印件、 银行转账
记录等予以证实。

关于工资支付情况， 史一元
说， 其2017年3月之前的工资均
已同时以转账和现金方式支付完
毕， 但此后公司并未按时支付工
资。 其认可公司于2017年8月后
陆续把2017年3月至11月的转账
部分工资补齐， 但现金部分工资
一直未予发放。

对此， 公司称2017年12月之
前的工资已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
支付完毕， 2017年12月至2018年
3月的工资通过现金方式向史一
元发放。 史一元称其2018年1月、
3月各领取了3000元现金 ， 但这
些现金数额与公司主张的工资标
准并不一致。 公司另主张通过借
款形式预付史一元工资2000元。

二审法院认为， 公司与史一
元就工资支付方式及工资标准说
法不一， 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对
工资支付情况承担举证责任。 由
于公司未提交应由其按照工资支
付周期编制的工资支付记录，亦
未能就其所称在无法转账时才发
放现金提供相应的证据， 且其发
放的现金数额与其所主张的工资
标准并不一致，在此情况下，原审
法院采信史一元关于工资支付形
式及工资标准的主张并无不当。

根据查明的事实， 二审法院
认为， 原审法院所作判决并无不
当，应予维持。依照《民事诉讼法》
第170条第1款第（1）项之规定，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怀柔工商专栏

怀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三项措施开展重大活动
保障工作

一般来说， 职工无需介意单位是以现金形式发放工资， 还是
以银行转账方式发放工资。 只要到手的工资总额不少， 职工甚至
可以不介意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与实际发放的工资有多大的差
距。 然而， 当这些原本可以忽略的问题形成了争议， 就会变成职
工维权的 “拦路虎”。

去年， 在一家车辆改装公司担任钣金工的史一元就遇到了这
样的麻烦。 虽然他的月工资为4200元，但公司每月通过银行转账发
1600元， 用现金支付2600元。 到劳动合同终止计算离职经济补偿
时，公司非得按1600元的标准进行计算，双方因此产生争议。

本案历时将近一年， 经仲裁、 法院二审终于在3月27日结案。
在查明事实真相的基础上， 公司需向史一元支付欠薪、 经济补
偿、 代通知金等合计53213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