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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十大典型案例发布
涉及特殊工时工作制、劳动合同的履行变更和解除等劳动人事争议

新华社电 为促进用人单位
合法合规用工， 引导劳动者依法
理性维权，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5
日发布2019年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十大典型案例。

在某房地产经纪公司做销售
顾问的姜某， 遇工作门店调整后
主动要求辞职。 房地产经纪公司

以姜某拒绝合理工作安排为由，
在《离职证明》中写明，双方解除
劳动合同的原因系姜某严重违反
公司规章制度。 仲裁委审理后认
为， 离职证明中写明离职原因无
相关依据，并提示：离职证明有瑕
疵劳动者有权要求重新开具。

据悉， 此次公布的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典型案例涉及特殊工时
工作制、 竞业限制、 劳动合同的
履行变更和解除 、 开具离职证
明、 经济补偿计算基数、 解除聘
用合同等较为常见的劳动人事争
议。 为便于理解， 相关部门对这
十大典型案例进行了评析。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介绍， 近

年来， 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机构稳步提升劳动人事争议处理
效能， 今年前三季度， 受理劳动
人事争议案件9.3万余件 ， 同比
增长37.4%； 结案率达到90.2%，
其中调解率达到50%。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为应对案件增长压力，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加强争议
提前介入、 前端处置， 落实街乡
争议预防调解工作机制， 健全争
议协商、 调解、 仲裁、 诉讼等多
元化解体系； 推动劳动人事仲裁
工作更加规范化、 标准化、 专业
化、 信息化， 稳步提升劳动人事
争议处理效能。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北京
海关昨天发布消息称， 该关进出
境旅客指尖申报小程序正式上线
运行。 首票申报在大兴国际机场
成功办理。

“海关旅客指尖服务”是中国
海关首个面向进出境旅客个人的
通关申报服务微信小程序， 旅客
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进、出境
通关前任意时刻进行提前申报，

不用急急忙忙在现场寻找海关业
务窗口，也不用预留排队时间。

目前， 进出境旅客在北京首
都国际机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北京西客站3个口岸通关时，可使
用小程序完成出境物品申报、出
境货币申报、进境涉税物品申报、
进境分运行李申报、 进境宠物申
报和进境货币申报等6项常用通
关申报项目。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市住建委开始征集2020年北京市
工程建设标准制订、 修订项目计
划。 记者了解到， 凡属本市工程
建设规范、 规程、 技术标准等需
要新编、 修编的项目均可申报 ，
所报项目经市住建委研究确认后
统一报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
立项。

据了解， 本次立项重点方向
包括： 涉及城市副中心建设的工
程建设标准； 涉及绿色城市建设

的工程建设标准； 涉及海绵城市
建设的工程建设标准； 涉及提高
住宅建设项目质量的工程建设
标 准 ； 涉 及 房 屋 建 筑 和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施 工 现 场 安 全 的 工
程建设标准 ； 涉及智慧工地、
智慧城市建设的工程建设标准；
涉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的工程建
设标准； 涉及建设工 程 施 工 现
场扬尘治理的工程建设标准等
市政府、 首标委文件重点任务涉
及项目。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双
11”在即，线上线下的购物热潮即
将来临。对此，东城区市场监管局
于昨天开展了针对化妆品领域的
“线上净网、线下清源”专项执法
活动， 为消费者营造安全放心的
消费环境。

当天， 东城区市场监管局约
谈了北京当当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北京一商宇洁商贸有限公司
等电商企业和化妆品销售企业。
结合《电商法》《广告法》以及《化
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对商家开展
行政指导。 要求电商平台在发布
广告等方面避免出现违法行为，
做好消费投诉准备工作。 要求化
妆品经营企业， 尤其是化妆品委
托生产企业， 保证上市产品的质
量，保障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约谈结束后， 执法人员来到
王府井百货大楼， 对百货大楼一
层的“羽西”和“CPB”两家化妆品
专柜开展了执法检查。 执法人员

随机抽查4款化妆品，分别对其标
签标识、进货票据、供货商及生产
企业的资质、 产品的合格检测报
告和相关资质进行了详细检查。
同时， 执法人员还会同第三方检
测机构开展了化妆品抽检， 一旦
发现有销售不合格化妆品的行

为， 将依据 《化妆品卫生监督条
例》对相关商家予以处罚。

东城区市场监管局提醒各位
消费者， 为了更安全便捷地选购
化妆品，消费者可以通过“化妆品
监管 ”APP实时查询每款化妆品
信息。 彭程 摄

东城市场监管局专项执法护航“双11”

工程建设标准制订修订项目征集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4日，
顺义区举办第二十九届119消防
宣传月活动。 仪式上， 环保摄影
家、 北京好利来集团董事长罗红
受聘为 “顺义区消防宣传大使”，
“2019年度全区微型消防站大比
武”获奖单位代表获得表彰。

启动仪式现场设置了顺义区
消防工作图片展、烟雾逃生体验、
灭火器灭火演示、 油锅火灾扑救
实验、VR体验、 家庭消防安全知

识答题等多个展示区域和群众体
验互动科目。现场，燃气、电力、自
来水等单位也搭设展台， 从家庭
用气、用电、用水等角度宣传消防
安全知识。

此次活动还设置了大型综合
消防演习，市民观摩了消防站、微
型站高喷车、云梯车、水罐车等万
箭齐发、气势宏大的灭火演练。通
过形式新颖的宣传活动， 让市民
零距离接触消防，提升消防意识。

顺义消防邀请市民零距离观摩体验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记者

5日从市教委获悉， 本市学农教
育已在城六区110多所学校开展，
其中东城、 西城和石景山实现全
覆盖， 全年完成学农活动的学生
占到同届学生的近30%。

当天， 北京教育系统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劳动教育基地在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北京
农机试验站揭牌。 据介绍， 在中
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的支持
下， 北京教育系统关工委在北京
农机试验站建设了北京中学生学
农活动基地， 4年以来共计对4万
多人次学生开展了以学农教育为

主要内容的劳动教育。
北京农机试验站的学农教育

涵盖农林牧副渔五大行业， 设置
了走进田间与现代农业、 走进农
产品检测实验室、 走进智能化养
殖基地、走进厨房走进生活等8个
板块58个门类的90余种探究实践
类课程， 帮助学生了解传统农业
文化，学习现代农业，参加农事劳
动，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2019年， 本市继续推进劳动
教育 ， 建设了北京农业职业学
院、 中国农业机械化研究院和北
京农学院三个劳动教育基地； 进
一步完善学农实践课程， 将石景

山区初二年级学生全部纳入学农
活动范围， 开展学农教育的学校
扩大到城六区110多所 ， 全年完
成学农活动的学生近3万人， 占
到同届学生近30%， 其中1.3万人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完成。

城六区110多所学校开展学农教育

线上净网 线下清源

回天地区年底将开建一条南北通道
可缓解京藏高速、立汤路交通压力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今年年
底， 回天地区将开建一条南北通
道。 北京市发改委11月4日发布，
为进一步改善区域交通环境，带
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昌平区黄
平西侧路（回南北路-定泗路）道
路工程项目建议书 （代可行性研
究报告）已获得批复。

黄平西侧路全长2.95公里，南
起回南北路，北至定泗路。为什么
要在这个位置修一条路呢？ 从地
图上看， 黄平西侧路地处昌平区
南部，北接崔阿路，向北沟通昌平
新城， 沿途联系回天地区、TBD、
百善、小汤山等重点区域；南接林
萃路，沟通中心城区。建成后，黄
平西侧路将与打通断点后的林萃
路相连，串联五环路、北清路等快

速路网， 成为回天地区与中心城
之间的一条南北向主通道。

黄平西侧路的修建， 对于推
进回天地区乃至昌平区的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 密切回天地区与中
心城区的联系， 拓展城市发展空
间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黄平
西侧路与八达岭高速、 立汤路平
行，对于缓解京藏高速、立汤路的
交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

据了解， 本次获批的黄平西
侧路，是《优化提升回龙观天通苑
地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三年行
动计划（2018-2020年）》中提到的
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之一， 将进一
步完善回天地区路网结构， 提升
路网承载能力和整体运行效率。

黄平西侧路将按城市主干路

标准建设，红线宽度45米。具体来
说，机动车道路面宽24米，设三上
三下六条机动车道； 机非隔离带
宽2.5米； 非机动车道宽3.5米；两
侧人行步道宽4.5米。此外，桥涵、
交通、照明、绿化、雨水、污水、给
水及再生水等工程也将同步实
施。值得一提的是，黄平西侧路的
设计方案中， 对人行过街设施同
步作出了规划。 在黄平西侧路与
回南北路 、平西南路 、 七北路 、
平西府北路 、 定泗路相交的位
置， 布置有灯控人行过街设施，
可基本满足两侧人行过街需求。
同时， 也规划设置了公交站， 进
一步方便居民出行。 据了解， 黄
平西侧路将于2019年年底前开工
建设。

海关进出境旅客指尖申报小程序上线

本 报 讯 （ 记 者 周 美 玉 ）
“双11” 快到了， 马上还将迎来
“双12”、 元旦、 春节……预付费
会员卡也要出现新一轮办理热
潮。 记者昨天从房山区市场监管
局获悉， 在近期推进整治预付卡
消费问题专项工作中， 共办结预
付卡消费投诉132件。

据了解， 在整治预付卡消费
问题专项工作中， 房山区已对52
家涉及预付卡企业分3批进行定
向抽查， 行政约谈39家， 对其中
3家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
所无法联系等问题的企业列入异
常名录， 对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
的3家公司已列入北京市市场监
管局黑名单。 截至目前， 房山区
市场监管局共办结预付卡消费投
诉132件。

但预付卡消费模式仍处于试
探期， 其中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

处。 “这种新兴的消费模式， 在
现有法律法规中缺少明确的条款
内容约束 ， 监督管理机制不完
善。 当商家或消费者违规时， 责
任归属不明确， 不合理条款处理
困难等情况时常发生。” 房山区
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最
常见的便是预付卡办理中的各项
“霸王条款”， 主要体现在退卡退
款、 补卡转让等过程， 个别还会
出现 “不挂失、 不退款” 等消费
限制条款。 有部分商家存在虚假
宣传、 虚假承诺， 使消费者认为
商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与办卡时
宣传的不一致等情况时而发生。

另外， 当经营主体变更， 一
些未使用完的预付卡随即失效，
因此导致消费者无法找到商家，
损失大量资金。 对此， 房山区市
场监管局提醒消费者， 预付消费
套路多， 办卡充值需谨慎。

房山整治预付卡消费 3企业入黑名单
“双11”临近 预付卡消费投诉成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