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情简介：
魏某于2015年11月入职某医

疗科技公司。 医疗科技公司与魏
某订立了竞业限制协议， 约定魏
某离职后两年内不得到与医疗科
技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单位工
作， 但未约定向魏某支付竞业限
制经济补偿。2018年1月8日，魏某
离职。 此后，魏某履行了《竞业限
制协议》中的义务，但医疗科技公
司未支付经济补偿。 2018年5月，
魏某提出仲裁申请， 要求医疗科
技公司支付竞业限制经济补偿。
庭审中，公司称，因魏某工作期间
并不接触商业秘密， 不属于负有
保密义务的人员， 故主张双方签
订的竞业限制协议无效。

仲裁委审理后认为， 医疗科
技公司与魏某签订了 《竞业限制
协议》，解除劳动合同时没有告知
魏某无须履行竞业限制义务，且
在庭审中不能提供证据证明魏某
不掌握其商业秘密。因此，对于医
疗科技公司关于魏某不掌握其商
业秘密的主张仲裁委没有采信。
在魏某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后，医
疗科技公司应支付魏某竞业限制
补偿金， 裁决医疗科技公司向魏
某支付经济补偿。

评析：
用人单位事后否认竞业限制

协议效力不可取。
通常情况下， 竞业限制协议

或条款由用人单位主动提出，订
立该协议或条款应作为用人单位
认可劳动者能接触、 掌握其商业
秘密的初步证据。 如果允许用人
单位随意改变其主张， 则用人单
位可以在劳动者离职时， 以劳动
者负有竞业限制义务为由， 要求
劳动者履行该义务， 而待劳动者
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后， 又以其
不属于负有保密义务人员为由，
拒不履行其自身应当承担的支付
竞业限制补偿金， 势必导致双方
权利义务严重失衡。 故用人单位
在劳动者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后否
认竞业限制协议效力的行为不应
得到支持。

用人单位不得事后
主张竞业限制协议无效

为宣传普及劳动人事法律知识， 促进用人单位合法合规用工， 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 预防和减少劳动人
事争议发生， 11月5日， 市人力社保局发布2019年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十大典型案例，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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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 这是本市第五次发布典型仲裁案例。 为便于理解， 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还针对这十大
典型案例进行了释法分析。

案情简介：
汪某于2017年1月入职某饮品公

司。劳动合同约定，饮品公司实行加班
申请制， 汪某需加班应事先提出书面
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加班等。在该劳动
合同中， 双方未约定汪某的具体工作
岗位及执行何种工时制。入职当日，汪
某在《关于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确认书》
上签字确认， 饮品公司对包括区域总
经理、副总经理、营建经理等岗位实行
不定时工作制。 2018年3月30日，汪某
提出辞职。 2018年4月，汪某提出仲裁
申请， 要求饮品公司支付工作期间的
延时及休息日加班费。

饮品公司认为， 劳动合同中约定
了实行加班申请制，汪某亦在《关于实
行不定时工作制确认书》上签字，故不
同意支付加班费。饮品公司提交的《北
京市企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
不定时工作制审批表》显示，饮品公司
对营建经理等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
制。 饮品公司主张汪某即为营建经理
岗位。汪某主张其岗位为工程造价师。

仲裁委审理后认为， 汪某提交的
年休假审批表佐证其岗位为工程造价
师， 该岗位并未经审批实行不定时工
作制，即使汪某在《关于实行不定时工
作制确认书》上签字确认，也不能使饮
品公司“移花接木”的行为产生法律效
力。结合汪某对加班的举证情况，仲裁
委裁决支持了汪某的仲裁请求。

评析：
勿把特殊工时当作“筐”，任何岗

位都可往里“装”。
企业申请实行特殊工时制度应当

经过申请和审批 。 企 业 提 交 的 材
料中包含申请说明书 ， 该申请说明
书应重点说明不能实行标准工时制度
需要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的具体原因，
涉及的岗位、 人数以及综合计算工时
工作制的计算周期、 工作方式和休息
制度。 由此可见， 对劳动者是否实行
特殊工时， 不取决于双方在劳动合同
中的约定或用人单位的单方告知， 而
在于劳动者所在的岗位实行特殊工时
是否经过人力社保行政部门审批。 用
人单位不得将此岗位的特殊工时审批
“移植” 到彼岗位， 损害劳动者的相
关权益。

不得滥用特殊工时损
害劳动者合法权益

案情简介：
唐某于2012年8月1日入职

某电子企业担任电焊工， 工作
地点位于北京市。 2018年1月，
根据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计
划和该区具体实施政策要求，
电子企业决定将生产部门迁移
至河北某市。当月，公司向生产
部门全体员工发出调查表征询
意见。 唐某表示愿意随公司迁
往新的工作地点， 并提出工资
待遇上浮40%、 安排住宿补贴
等要求。 电子企业则表示可在
两地安排班车接送上下班，工
资待遇可上涨10%。 此后，双方
就搬迁、 解除等事宜进行多次
协商，但未能达成一致。2018年
3月12日，电子企业向唐某发出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以客观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双方未能
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一致为
由，与唐某解除劳动合同，并向
其支付了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
偿。 随后，唐某提出仲裁申请，
要求电子企业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赔偿金（差额）。

仲裁委审理后认为， 电子
企业与唐某解除劳动合同的情
形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
第三项的规定， 裁决驳回了唐
某的仲裁请求。

评析：
符合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

化，用人单位可行使解除权。
对于何谓 “劳动合同订立

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
变化”，根据原劳动部《关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若干条
文的说明》第二十六条第四款：
发生不可抗力或出现致使劳动
合同全部或部分条款无法履行
的其他情况，如企业迁移、被兼
并、 企业资产转移等……本案
中， 电子企业的生产部门发生
迁移，确因政府政策变化，是其
在订立劳动合同时无法预见的
客观情况， 故在双方不能就变
更劳动合同达成一致时， 电子
企业可行使单方解除权。

因政策导致部门
迁移属于客观情况发
生重大变化

案情简介：
陈某于2014年4月1日入职某

信息科技公司。 2018年9月28日，
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信息
科技公司提出与陈某解除劳动合
同， 并向其支付了解除劳动合同
经济补偿。陈某提出，其2018年享
有10天带薪年休假， 因工作原因
其未能休2018年的带薪年休假，
要求公司支付补偿。 信息科技公
司不同意支付该补偿。 因双方发
生争议， 陈某向仲裁委提出仲裁
申请。

仲裁委审理后认为， 陈某在
2017年年初休完当年度10天带薪
年休假，随后休病假2个月，依照
相关规定， 其仍然有权享受2018
年度带薪年休假， 故裁决支持了
陈某的仲裁请求。

评析：
符合法定情形劳动者才可不

享受当年度年休假。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四

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一） 职工
依法享受寒暑假， 其休假天数多
于年休假天数的；（二） 职工请事
假累计20天以上且单位按照规定
不扣工资的；（三）累计工作满1年
不满1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2个
月以上的；（四） 累计工作满10年
不满2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3个
月以上的；（五） 累计工作满20年
以上的职工，请病假累计4个月以
上的。《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
办法》第八条规定：职工已享受当
年的年休假， 年度内又出现条例
第四条第 （二）、 （三）、 （四）、
（五）项规定情形之一的，不享受
下一年度的年休假 。 因陈某在
2017年度休病假并未达到3个月
以上， 故信息科技公司仍须向其
支付2018年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
酬。 此外，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
休假实施办法》的规定，劳动者因
本人原因且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
的， 用人单位亦只须支付其正常
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而无须额外
支付补偿。

劳动者不享受当年
度带薪年休假须符合法
定情形

案情简介：
周某于2015年6月5日入职

某商贸公司， 约定周某的岗位
为销售员， 月工资为4000元 。
2017年7月， 周某晋升为店长，
月工资调整为10000元 。 2018
年3月， 周某所负责的店铺在
盘点中发现丢失货品达6万余
元 。 商贸公司的员工手册规
定， 员工在岗期间， 对公司销
售的产品有看管义务， 凡盘点
发现账实不符且不能分清责任
的情况下， 均须由当月在岗的
全体员工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按照损失货品零售价格的50%
赔偿。 故商贸公司在3月底发
放工资时， 从周某的工资中扣
款5000元作为赔偿， 当月实发
工资为4000余元。 次日， 周某
即以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
提出辞职， 并要求支付解除劳
动合同经济补偿。

仲裁委审理后认为， 商贸
公司的工资支付情况一贯良
好， 其向周某支付的2018年3
月工资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
标准， 扣除的5000元系因周某
所在店铺丢货而产生的损失赔
款， 双方对此存在争议， 商贸
公司并不存在明知应支付此
5000元而不支付的情况， 不构
成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故裁决驳回周某的仲裁请求。

评析：
辞职可任性， 但要求支付

经济补偿须合法有据。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八

条赋予了劳动者单方即时解除
权 ， 但劳动者不应滥用该权
利。 确因用人单位恶意未及时
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劳动者
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要求支付经
济补偿的， 应当支持。 因客观
存在劳动报酬计算标准不清
楚、 有争议等情形， 导致用人
单位未能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
酬的， 一般不应作为劳动者解
除劳动合同要求支付经济补偿
的依据。

确因有争议少发
工资不构成被迫解除
合同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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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十大案例评析
□本报记者 李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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