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由台风、暴雨、大雪
等带来的灾害越来越多。 受极端
天气影响，有的单位停工停产，有
的员工因飞机、火车、汽车停运不
能正常上班或出现迟到、 旷工现
象， 甚至还有人出现各种各样的
伤残。在此情况下，员工应不应该
领取工资？ 迟到、旷工怎么处理？
如果抢险致伤致残怎么办？ 对这
些员工关心的问题，以下3个案例
分别给出了答案。

【案例1】
单位停工， 员工有权索

要工资

今年夏天 ， 受强台风的破
坏， 沿海地区一家公司不得不停
产2个月， 并对车间、 机器设备
等进行检查、 修复、 更换。 在此
期间， 大部分员工因为无班可上
被放假。

2个月后， 这些重返岗位的
员工要求公司发放放假期间的工
资， 但被公司拒绝。 公司的理由
是： 按劳付酬是劳动法律法规规
定的基本准则， 在放假期间你们
在家休息， 没有付出任何劳动，
也没有为公司创造任何效益， 自
然没有劳动报酬。 怎么可以在上
班后索要以前的工资呢？

【点评】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十

二条规定： “非因劳动者原因造
成单位停工、 停产在一个工资支
付周期内的， 用人单位应按劳动
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
资。 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
若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 则支
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
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若劳动者
没有提供正常劳动， 应按国家有
关规定办理。”

与之对应， 无论是台风的到
来， 还是台风对公司造成损害，

以及公司进行检查、 修复、 更换
设备等都与员工无关， 员工也没
有停工停产的意愿， 其被放假属
于 “非因劳动者原因” 所致。 因
此， 公司应当按照上述规定向员
工履行支付工资的法定义务。

【案例2】
旷工迟到， 单位不得加

以处罚

今年8月中旬， 赵美美休完
公休假回公司上班途中， 由于当
地连下暴雨 ， 公路被泥石流阻
隔。 因疏通道路需要时间， 加上
交警部门实行交通管制， 在正常
情况下可以按时到达单位的她，
硬生生地被推后了两天。

到达公司后， 赵美美将自己
的遭遇向公司做了说明。 但是，
公司仍然以其超假构成旷工为
由 ， 依据企业规章制度相关规
定， 单方解除了她的劳动合同。
公司这种做法， 让赵美美感到十
分委屈， 也十分不满。

【点评】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姑且

不论赵美美之举是否构成旷工，
即使构成， 在上述情况下公司也
不应将其解聘。

这里涉及到一个不可抗力问
题。 所谓不可抗力， 它指的是那
种不能预见、 不能避免且不能克
服的客观情况， 如地震、 台风、
洪水、 海啸等自然现象， 以及战
争等社会现象。 本案所涉泥石流
以及交通管制等， 无疑属于不可
抗力。

对此， 《民法总则》 第一百
八十条的规定， 因不可抗力不能
履行民事义务的， 不承担民事责
任。 《合同法》 第一百一十七条
第一款也指出， 因不可抗力不能
履行合同的， 根据不可抗力的影
响， 可以部分或者全部免除当事
人的违约责任。

根据上述规定， 在赵美美事
出有因， 且该 “因” 属于法定免
责事由的情况， 公司不得依据所

谓旷工、 迟到等原因为由解除其
劳动关系。

【案例3】
抢险致残， 有权享受工

伤待遇

李先生在休假回家探亲途
中， 看到一个村庄被山洪围困，
许多人都在全力参加抢救村民及
主要财产。 在此情况下， 他主动
停车， 加入抢险救灾活动中。 期
间， 由于对地形与环境不熟， 李
先生意外跌倒受伤。

事后， 李先生要求公司承担
工伤赔偿责任。

由于没有为李先生办理工伤
保险， 公司不想承担这些费用，
就以李先生所受伤害发生在假期
之内， 其所从事抢险救灾活动既
非公司指派也与公司利益无关为
由， 予以拒绝。

【点评】
公 司 应 当 承 担 工 伤 赔 偿

责 任。
一方面， 《工伤保险条例 》

第十五条第 （二） 项规定， 职工
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 公
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视同
工伤。 在这种情形下， 对工伤的
认定， 并没有工作时间、 工作地
点、 工作原因等要素限制。 对于
参与抢险救灾的李先生来说也不
例外， 公司拒绝承担赔偿责任的
理由不能成立。

另一方面 ， 《工伤保险条
例 》 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 ：
“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
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
位职工发生工伤的， 由该用人单
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
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与之
对应， 违反自身法定义务， 没有
为李先生办理工伤保险的公司应
当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颜梅生 法官

2019年供暖期即将到来， 为
全 面 做 好 冬 季 供 暖 期 间 特 种
设备安全工作， 11月6日， 怀柔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
长任江云带队对辖区内3家重点
供暖单位开展了锅炉安全使用专
项检查， 党组成员、 副局长李仕
武一同检查。

执法人员深入锅炉房设备
现 场 ， 重 点 检 查 了 供 暖 锅 炉

定期检验和使用登记， 人员教育
培 训 ， 以 及 应 急 预 案 制 定 和
应 急 演练开展情况 。 要求供暖
单 位 严 格 按 照 特 种 设 备 管 理
“三落实、 两有证、 一检验、 一
预案” 的要求切实落实企业主体
责 任 ， 加 强 供 暖 季 期 间 应 急
值守， 确保锅炉等特种设备安全
运行。

任江云同志对供暖单位提出

以下三点要求：
一是要提前做好安全隐患排

查 。 在正式供暖前进一步对锅
炉 、 压 力 容 器 和 压 力 管 道 开
展 隐 患排查 ， 确保供热特种设
备安全运行， 避免供暖期间发生
安全事故。

二是要做好工作人员安全培
训。 对司炉作业人员和安全管理
人员加强技术培训及安全教育工

作， 要确保其熟练掌握 “锅炉燃
烧器” 操作要点和维护技能， 提
高应急处置能力。

三是要为民所想提高服务意
识。 时刻关注居民家中供暖质量
等民生问题， 着力排查解决供暖
末端的老旧管道、 阀门等设备跑
冒滴漏等常见问题 ， 做好锅炉
供、 回水温度控制， 保障人民群
众温暖过冬。

【维权】11专题

极端天气导致旷工、伤残如何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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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掘进工， 在工

作中经常接触大量粉尘。 因
逐渐出现咳嗽、 咳痰、 胸痛、
呼吸困难， 并伴有喘息、 咯
血、 全身乏力等症状， 我特
意去职业病鉴定机构进行鉴
定， 结论为尘肺病。

可是， 当我向相关部门
申请工伤待遇时却遭到拒绝。
其理由是： 虽然我被诊断为
职业病， 但并不等于是工伤。
要想认定为工伤， 还需进行
工伤认定。

请问： 这个说法对吗？
读者： 何月琳

何月琳读者：
相关部门的说法是正确

的， 你还应当申请工伤认定。
职业病是指用人单位的

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 因接
触粉尘、 放射性物质和其他
有毒、 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
起的疾病。 根据 《职业病防
治法》 规定， 劳动者享有如
下职业卫生保护权利： （一）
获得职业卫生教育 、 培训 ；
（二） 获得职业健康检查、 职
业病诊疗、 康复等职业病防
治服务； （三） 了解工作场
所产生或者可能产生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 危害后果和应
当采取的职业病防护措施 ；
（四） 要求用人单位提供符合
防治职业病要求的职业病防
护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
防护用品 ， 改善工作条件 ；
（五 ） 对违反职业病防治法
律、 法规以及危及生命健康
的行为提出批评、 检举和控
告； （六） 拒绝违章指挥和
强令进行没有职业病防护措
施的作业； （七） 参与用人
单位职业卫生工作的民主管
理， 对职业病防治工作提出
意见和建议。

同时， 用人单位应当保
障劳动者行使所列权利， 不
得因劳动者依法行使正当权
利而降低其工资、 福利等待
遇； 对于经认定构成职业病
的， 诊疗、 康复费用， 伤残
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职业病
病人的社会保障， 按照国家
有关工伤保险的规定执行 ；
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
保险外， 依照有关民事法律，
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 有
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

那么， 劳动者该怎样获
取相关待遇呢？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七
条规定： “职工发生事故伤
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
定被诊断 、 鉴定为职业病 ，
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
生之日或者被诊断、 鉴定为
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 向统
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
出工伤认定申请。 遇有特殊
情况， 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同意， 申请时限可以适当
延长。 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
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 工
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 工会
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
者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病之
日起1年内， 可以直接向用人
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
请。” 即想要获取工伤相应待
遇， 必须以工伤认定作为前
提， 不得以职业病鉴定取而
代之。

颜东岳 法官

虽有职业病鉴定结论
没通过认定不属工伤

怀柔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供暖季锅炉安全使用专项检查
·广告·

近日， 本报读者甄昊打电话
说，他是一家客运公司的驾驶员，
长期驾驶客运大巴跑长途。最近，
因为在半途中擅自带客导致超
员，结果被运输监管部门查获。

检查人员在对甄昊进行处罚
的同时还警告说， 如果再出现随
意带客 、 超员超载这种违规情
形， 就通报给客运公司， 让公司
解雇他。 他想知道： 客运公司能
否以驾驶员交通违章为由解除其
劳动合同？

法律分析
如果驾驶员严重违章的话 ，

客运公司有权解除其劳动关系。
其法律依据是：

《劳 动 合 同 法 》 第 39条 第
（2） 项规定， 劳动者严重违反用
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任何单位制
定的内部规章制度都会要求劳动
者遵守法律法规， 而且任何运输
企业都会将交通运输规则作为其
规章制度的主要内容， 要求运输
人员严格遵守。 因此， 机动车驾
驶员实施超速超员超载、 疲劳驾
驶、 酒后驾驶等行为， 既属于交
通违法行为， 要受到公安机关或
交通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又属

于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行
为， 运输企业也会给予必要的处
理。 如果驾驶员违反交通运输法
律法规且情节严重， 就可以视为
严重违反运输企业的规章制度，
运输企业有权解除其劳动合同。

对此， 国务院 《关于加强道
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 明确指
出： 督促运输企业加强驾驶人聘
用管理， 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
人死亡且负同等以上责任的， 交
通违法记满12分的， 以及有酒后
驾驶 、 超员20%以上 、 超速50%
（高速公路超速20%） 以上 ， 或
者12个月内有3次以上超速违法

记录的客运驾驶人， 要严格依法
处罚并通报企业解除聘用。 有些
地方还规定因上述违法行为被解
聘的客运驾驶员， 一定期限内不
得被录用。

目前， 全国已经建立了客货
运驾驶人从业信息、 交通违法信
息、 交通事故信息的共享机制、
信息查询平台和驾驶人 “黑名
单” 信息库， 因此， 你身为客运
驾驶员， 应当本着对旅客和自己
负责的态度 ， 严格遵守交通法
规， 以免既受行政处罚， 又丢掉
饭碗。

潘家永 律师

邰怡明 插图

客运公司有权解雇违章司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