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签合同未缴社保
员工离职索要赔偿

从买卖手机配件做起， 邓秀
婷一步步从打工妹变成了在商场
拥有一组柜台的小老板。 由于市
场竞争激烈， 当她正因效益不好
想转行时， 陈先生突然找她寻求
合作。

陈先生是北京一家颇有实力
的通讯公司的工作人员， 并与她
同在一个商场经营手机买卖业
务， 职务是经理。 陈先生给邓秀
婷开出的条件是： 把她的柜组转
让给公司 ， 到公司当销售业务
员， 月工资为4000元。

“听陈先生这么说， 我连犹
豫一下都没有， 满口答应了他的
条件。” 邓秀婷说， 当时的时间
是2017年5月2日， 也就是从这天
起自己成了公司的员工。 可是，
公司没有与她签订劳动合同， 也
没有给她缴纳社会保险。

尽管如此， 邓秀婷说， 她与
陈先生的合作十分愉快。 因为，
公司要的是她的销售经验与人脉
关系， 按销量多少给提成， 多卖
产品多发工资。 而她图的是清闲
不累心， 从此不再像以前那样既
卖商品还要考虑资金周转、 仓库
压不压货等杂事。

可是， 过了一段时间问题就
出现了。 公司不仅从2018年2月
起不再给邓秀婷发放业务提成
了， 就连陈先生答应的基本工资
也在2018年5月停发了。

邓秀婷说， 为这事她找陈先
生协商多次都没有效果， 找到公
司也没有人理睬她。 不得已， 她
向仲裁机构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要求公司对她进行赔偿。

公司出具转让协议
仲裁驳回员工请求

邓秀婷说， 为了打赢官司，

她努力学习 《劳动合同法》 等法
律法规， 最终以公司未为其缴纳
社保为由提出辞职， 同时， 要求
公司向其支付经济赔偿。

邓秀婷的仲裁请求有四项内
容： 一是确认公司与她自2017年
5月2日至2018年5月20日期间存
在劳动关系 。 二是公司支付其
2018年4月20日至5月20日被拖欠
工资5000元。 三是公司向其支付
2017年6月2日至2018年5月1日未
签 订 劳 动 合 同 二 倍 工 资 差 额
44000元 。 四是公司支付其2018
年 2月 1日至 5月 20日业务提成
4000元。 五是公司支付其解除劳
动关系经济补偿金6000元。

仲裁庭审中， 公司辩称其与
邓秀婷不存在劳动关系， 不同意
邓秀婷的全部仲裁请求。 为此，
公 司 提 交 一 份 手 机 卖 场 转 让
协议。

该协议显示： 陈先生系公司
股东， 陈先生管理的手机店面系
公司在该商场承租的经营场所。
根据经营需要， 经平等协商， 公
司同意于2016年12月起将该经营
场所转让给陈先生。 陈先生向公
司支付6万元， 相关店面归陈先
生个人所有 。 自2017年1月 1日
起， 陈先生退出公司。

鉴于上述协议及公司一再强
调陈先生的所有行为与公司无
关， 仲裁委审理后裁决： 驳回邓
秀婷的全部仲裁请求。

内转协议没有公示
对外不具法律效力

收到裁决书后， 邓秀婷很失
望 ： “告了半天 ， 告错人了 ？”
在法定期间内， 她委托律师， 以
不服裁决为由， 持原事实理由向
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 邓秀婷在庭
审中的陈述笔录 、 银行明细清
单、 查询存款函、 企业信息能够
相互印证， 能够证明公司对其用

工， 故采信邓秀婷有关其与公司
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

用人单位负有证明劳动者工
作年限的举证责任， 公司未提交
证据证明邓秀婷的入职时间， 结
合邓秀婷提交的银行明细， 法院
采信邓秀婷有关其与公司自2017
年5月2日至2017年10月18日期间
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

公司未提交其与邓秀婷签订
书面劳动合同的证据， 故法院采
信邓秀婷有关公司未与其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的主张， 并对邓秀婷
要求公司支付其未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主张中的合
理部分予以支持。

邓秀婷要求公司支付其2018
年4月20日至2018年5月20日期间
工资， 以及2018年2月1日至2018
年5月20日业务提成的主张， 无
事实依据， 法院不予支持。

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依法为
邓秀婷缴纳社会保险费， 故对邓
秀婷要求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
经济补偿金主张中合理部分， 法
院予以支持。

综上， 法院认为公司转让商
场店面的协议属于内部协议且未
对外公示， 对外不具法律效力，
不能对抗邓秀婷的相关主张 ，
故判决确认双方自2017年5月2
日 至 10月1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
系， 公司应向邓秀婷支付未签订
书 面 劳 动 合 同 二 倍 工 资 差 额
10806元、 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
偿金1206元， 驳回邓秀婷其他诉
讼请求。

二审法院辨法析理
依法驳回公司上诉

公司不服判决， 向二审法院
上诉称： 邓秀婷系受陈先生个人
雇佣， 而陈先生早已退出公司，
且公司已将商场店面转给陈先
生， 故陈先生个人雇佣邓秀婷的
行为并非公司行为， 邓秀婷与公

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请求改
判驳回邓秀婷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查明： 邓秀婷于2017年
5月2日至10月18日在商场从事手
机销售工作， 其报酬每月经银行
卡账户转账的形式获取， 数额在
940元至3805元之间不等。

法院庭审中， 邓秀婷称其经
面试后入职， 陈先生与其约定无
基本工资 ， 根据销售量计算提
成， 如果没有业绩就没有工资，
工资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发放， 其
日常工作受公司经理陈先生管
理。 因公司拖欠其工资、 未为其
缴纳社会保险提出离职。

恒通瑞讯中心认可位于星城
商 厦 四 层 的 手 机 卖 场 原 系 其
中心承租的经营场所 ， 陈先生
曾 系 其 中心股东 。 但恒通瑞讯
中心提交 《协议》 一份， 并据此
主张自 2016年 12月起位于星城
商厦的经营手机项目 （估价6万
元） 已归陈先生个人所有， 陈先
生自2017年 1月 1日起退出恒通
瑞 讯 中 心 ， 此后陈先生与星城
商厦再续签经营场地合同与其中
心无关。

邓秀婷对公司的上述主张及
《转让协议》 均不予认可， 主张
其为公司工作， 并非为陈先生个
人工作。 原审法院查明， 陈先生
系公司股东。

法院认为， 根据现有证据，
可以确认邓秀婷与公司存在劳动
关系。 公司虽提供 《协议》 并据
此主张其将商场转给陈先生个人
所有， 陈先生个人在该场所的经
营行为与公司无关， 但该协议为
公司与陈先生之间的内部协议，
邓秀婷对此并不知晓， 且对该协
议的真实性不认可。 在公司未提
供证据证实邓秀婷知晓陈先生的
个人经营行为的情况下， 其依据
《协议》 否认与邓秀婷存在劳动
关系的理由不充分， 法院不予支
持。 故此， 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
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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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司司店店面面转转给给股股东东
员员工工索索赔赔向向谁谁主主张张？？

编辑同志：
半个月前， 刘某驾驶电动车

在非机动车道行驶时， 见前面有
行人占去路面， 遂驶入了机动车
道。而驾驶小车同向而行的我，由
于没有主动避让，加之路面有限，
就与之相撞并发生交通事故。

本案中， 交警部门明明知道
刘某占道行驶， 却在作出的 《道
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中认定我承
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请问： 这到底是为什么？
读者： 王晓云

王晓云读者：
对于机动车与行人、 非机动

车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 除
按照规定， 应当归属于机动车、

行人、 非机动车一方全部责任的
外， 一般应当遵循以下规则， 即
必须承担特殊责任：

1.非机动车方因为非机动车
道受阻， 而驶入机动车道， 如果
机动车方没有主动避让， 要负主
要责任；

2.如果道路上没有人行道 ，
行人即使没有在道路两侧行走，
机动车方也应该负主要责任；

3.非机动车方无端临时驶入
机动车道 ，与机动车方负同等
责任；

4. 如果路上没有人行横道、
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的， 遇见行
人横穿马路， 如果机动车没有主
动避让，要负主要责任。如果事发
地附近有人行横道等设施， 行人

没有从该处经过，各负一半责任；
5.通过人行横道时， 如果没

有 信 号 灯 ， 与 行 人 或 非 机 动
车 发 生事故的 ， 机动车方要负
全部责任。 行人偏离人行横道或
者有其他过错， 可以减轻机动车
方的责任；

6.在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共同
使用的道路上， 如果由于非机动
车方驾驶疏忽追尾撞击非机动
车， 机动车方需要负主要责任。
如果事故发生在夜间， 各负一半
责任。

以下情况中， 如果没有明确
划分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 机
动车方如果没有按照规定行驶，
责任划分规则为：

1.车道宽14米的情况下， 车

辆没有距离道路两侧各3.5米的
距离行驶， 负主要责任；

2.车道宽10米 ， 不足14米 ，
机动车行驶距离超出中间7米的
距离， 机动车方负主要责任；

3.车道宽6米以上 ， 不到10
米的 ， 左右需要留出1.5米给非
机动车 ， 如果没按照这个行驶
的， 机动车负主要责任；

4.车道宽度不足6米 ， 机动
车没有按照顺序行驶 ， 如果超
车， 机动车负主要责任。

与之对应， 虽然刘某占道行
驶属实， 但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避让行人，而你却没有主动避让，
所以，你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交警
部 门 作 出 的 事 故 责 任 认 定 是
正确的。 廖春梅 钟修平 法官

驾电动车闯入机动车道
发生事故如何划分责任

昌平区司法局

案情介绍：
沙河居民陈某找到一

份保洁的工作， 每天工作
时间为15点至18点。 陈某
与保洁公司签订了非全日
制劳动合同， 并约定合同
期一年， 第一个月为试用
期。另外，双方还约定了陈
某每周结算一次工资，每
小时的工资标准按30元计
算。一周过后，保洁公司向
陈某支付工资， 但工资却
按合同约定的90%计算 ，
即每小时27元。 陈某认为
这样是不合理的， 但保洁
经理告诉陈某， 按相关法
律规定， 劳动者在试用期
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
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
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
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
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目前
本市小时工的最低工资为
每小时24元， 陈某试用期
的工资按90%计算也超过
了每小时24元， 因此是合
法的。 陈某之前在其他地
方也做过非全日制的保洁
员， 但却从没听说过这种
做法, 于是来到沙河法律
援助工作站询问， 保洁公
司的说法正确吗？

案例分析：
《劳动合同法》第70条

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
当事人不得约定试用期。”
非全日制用工， 是指以小
时计酬为主， 劳动者在同
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
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
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
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
非全日制用工是灵活就业
的一种形式， 劳动关系的
不确定性比全日制用工要
强。 而劳动合同法中还明
确了：“非全日制用工双方
当事人任何一方均可随时
通知对方终止用工。 终止
用工不支付经济补偿。”对
于用人单位， 不得约定试
用期就不能以劳动者在
试 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
录用条件而与劳动者解除
劳动合同。 非全日制劳动
不得约定试用期， 在非全
日制用工的试用期问题上
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劳动者
的权益。

法律提示：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

八十三条规定： 用人单位
违反本法规定与劳动者约
定试用期的， 由劳动行政
部门责令改正； 违法约定
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由
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用
期满月工资为标准，按已
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
期 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
赔偿金。

依据《公司法》规定，凡企业注册资金、合并分
立等重大事项必须向社会公示，否则，对外不产生
法律效力。邓秀婷入职时，公司已经将其在商场的
店面转让给股东陈先生。可是，店面的标识仍是公
司的名字，店面经理也是原来的经理，即陈先生。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 邓秀婷因欠薪及未缴社
保提出离职并索赔时， 不知道向谁主张权利。 起
初，她向仲裁机构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但被驳回。

邓秀婷不服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认为
公司内部转让店面协议对外无效， 遂判决公司承
担赔偿责任。 公司不服法院判决提起上诉，5月13
日，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能否与非全日制
劳动者约定试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