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员工疫情期间被隔离，工资怎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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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与丈夫婚后 ，

丈夫时不时会对我实
施家庭暴力。 我虽然
悄悄录过音， 保存着
医院出具的能够证明
存在伤情的 《疾病诊
断书 》， 邻居也能证
明我丈夫 “脾气暴
躁 ”， 但无法证明丈
夫对我实施暴力的详
细经过。 如今， 我提
出离婚， 丈夫虽然同
意 ， 但坚持7岁的儿
子只能随其生活。

请问： 如果我提
起离婚诉讼， 法院能
否认定丈夫存在家庭
暴力并将儿子判归我
抚养？

读者： 刘瑶

刘瑶读者：
法院可以认定丈

夫存在家庭暴力并将
儿子判归你抚养。

一方面， 法官可
以推定你丈夫存在家
庭暴力。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
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
规定： “人民法院应
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
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
作出裁判。 审判人员
应当依照法定程序 ，
全面、 客观地审核证
据 ， 依据法律的规
定， 遵循法官职业道
德， 运用逻辑推理和
日常生活经验， 对证
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
力大小独立进行判
断， 并公开判断的理
由和结果。”

根据上述规定 ，
法官在对证据进行深
入细致的审查、 全面
分析判断之后， 可以
运用经验法则来厘清
证据的真伪。 你所能
提供的多次与丈夫争
吵的录音、 受伤后的
伤情照片、 医院出具
的 《疾病诊断书 》 、
邻居关于你丈夫 “脾
气暴躁” 的证言， 虽
不能直接认定你丈夫
实施家庭暴力的具
体、 详细经过， 但可
以反映存在相应的起
因、 客观的伤情， 尤其是伤情的
产 生 不 可 能 无 缘 无 故 ， 法 官
自 然 可以推定你丈夫实施过家
庭暴力。

另一方面， 法官应当从有利
于子女身心健康、 保障子女合法
权益来决定子女抚养权的归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
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 中规定 ：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对子
女抚养问题， 应当依照 《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条及有关法律规定， 从有
利于子女身心健康， 保障子女的
合法权益出发， 结合父母双方的
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
妥善解决。”

因为具有暴力倾向的父 、
母 ， 往往对孩子缺乏父爱或母
爱， 而离婚使其因失去配偶这个
暴力对象， 极易将未成年子女作
为 “替代品”， 从而影响孩子心
理健康。 所以， 法官应当将未成
年子女判归无家庭暴力行为一方
抚养。 从你反映的情况看， 本案
亦应如此判决。

颜东岳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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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婧 通讯员 赵悦 韦盛轲

新冠肺炎患者隔离治疗
期间工资如何支付？

小李是北京A公司的员工 ，
因不幸感染新冠肺炎， 需要接受
隔离治疗， 无法到公司上班。 同
事小钱也因和小李在同一办公
室， 属于密切接触者需要接受医
学观察。 那么， 在接受隔离治疗
和医学观察期间， A公司按规定
应该如何支付小李、 小钱的工资
报酬？

答： 根据1月31日北京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台 《关于
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本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工作的通
知》 （以下简称 《通知》） 规定，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
者、 疑似病人、 密切接触者在其
隔离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
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者采取
其他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
劳动的职工， 企业应当视同提供
正常劳动并支付其工资， 不得解
除劳动关系。 因此， 在小李接受
隔离治疗、 小钱接受医学观察期
间， A公司应按照规定正常支付
小李和小钱工资报酬， 不得擅自
克扣工资。

此外， 4月27日， 北京市高
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联合发布了 《关于
审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

问题的解答 》 （以下简称 《解
答》） 对该期间的工资支付问题
做出了进一步的细化。

《解答》 第10条规定： 在此
期间， 用人单位应按照劳动者正
常工作期间工资待遇中基本工
资、 岗位工资等固定构成部分支
付， 可以不支付绩效、 奖金、 提
成等劳动报酬中非固定构成部分
以及与实际出勤相关的车补、 饭
补等款项， 但不得低于本市最低
工资标准。因此，根据劳动者的实
际工作情况以及用人单位的实际
经营情况， 对于小李和小钱的上
述工资构成， 单位可在不低于本
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前提下灵活掌
握。如与实际出勤相关的车补、饭
补， 小李和小钱因处于隔离未出
勤，该部分工资可不予发放。

居家隔离期间被单位安
排远程办公 ， 如何支付工
资？

小钱是A公司的财务 ， A公
司的工资发放、 经费报销都需要
小钱经手办理。 为了不耽误公司
的正常运转， A公司决定安排小
钱居家观察期间通过网络远程办
公。 此时， 在小钱的工资支付又
有何特别之处？

答： 根据 《通知》 规定， 对
于企业要求职工通过网络、 电话
等灵活方式在家上班的， 应按照
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标准支付工
资。 同时， 根据 《解答》 第10条

规定， 用人单位安排密切接触者
在医学观察期间灵活办公的 ,应
当按照劳动者正常出勤支付劳动
报酬。 此时， 基于小钱的工作性
质， 其采取网络远程办公的方式
保障公司正常财务运转， 因此，
A公司应当按照正常出勤支付小
钱的工资报酬。

新冠肺炎患者痊愈后居
家观察隔离 ， 如何支付工
资？

经过有效治疗， 新冠肺炎患
者小李恢复身体健康， 顺利治愈
出院。 同时， 医生要求， 出院后
小李仍需要居家隔离观察一段时
间。 为了帮助小李安心休养， A
公司亦未安排小李提供劳动。 此
时， A公司应当如何支付小李的
工资？

答： 对于此种情景， 应当根
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 如果A公
司合理安排小李优先使用带薪年
休假等各类假 （包括自设的福利
假）、 综合调剂使用2020年度内
休息日的， 则应按照相关休假规
定或劳动者正常出勤支付劳动报
酬。 当然， 如果A公司与小李就
工资标准进行协商达成一致， 则
可 以 依 据 协 商 一 致 调 整 后 的
标 准 支付劳动报酬 ， 但调整后
的工资标准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
资标准。

如果A公司既未安排小李使
用各类假期， 亦未就工资问题和

小李协商， 则A公司应当根据小
李未复工时间的长短等综合情况
判断支付工资报酬的标准。 如果
未复工时间较短 （一般不超过一
个月），A公司应按照小李正常工
作期间劳动报酬中基本工资、岗
位工资等固定构成部分支付，可
以不支付绩效、奖金、提成等劳动
报酬中非固定构成部分以及与实
际出勤相关的车补、饭补等款项，
但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
如果未复工时间较长 ，A公司可
以参照《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
27条向小李支付工资待遇， 即按
照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
70%支付小李基本生活费。

职工到岗前按照防疫要
求隔离， 如何支付工资？

随着复工复产的进程推进，
对于部分劳动者到岗前需要隔离
观察14天的期间， A公司应如何
支付工资？

答： 居家或集中隔离观察的
14天并不属于《传染病防治法》第
41条规定的隔离期间。 用人单位
安排该部分劳动者在家上班或者
灵活办公的， 一般应视为劳动者
正常出勤。 用人单位不得单方面
降低劳动报酬。 如果用人单位并
未安排该部分劳动者提供劳动
的， 则可以参照前文新冠肺炎患
者 痊 愈 后 居 家 隔 离 的 情 况 进
行处理。

在工资被拖欠而自己又多次
索要未果时， 员工该怎么办？ 面
对困难， 有些员工会选择放弃，
但他们心里总有些不甘情愿。 其
实， 如果这些员工知道有如下3
个案例反映的3条法律途径来维
权， 就不必为此大伤脑筋。

【案例1】
向劳动行政部门举报

2020年1月10日 ， 本以为可
以结清全部工资回家过年的邱女
士等被公司告知： 为防止年后员
工拒不到岗， 公司对所拖欠的工
资继续延期一个月。 如果员工按
时上班， 全部在到岗之日发放；
否则， 看公司的另外通知。

“我家中指望这笔钱过年
呀！” 邱女士满脸气愤而又疑惑
地问： “我能用什么最简便、 最
快捷的方法拿到工资吗？”

【点评】
邱女士可以向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举报。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五条

规定：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
支付劳动报酬、 加班费或者经济
补偿； 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
资标准的， 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
逾期不支付的， 责令用人单位按

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
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
偿金： (一) 未按照劳动合同的
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
劳动者劳动报酬的； (二) 低于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
资的； (三) 安排加班不支付加
班费的； (四) 解除或者终止劳
动合同， 未依照本法规定向劳动
者支付经济补偿的。”

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三）》 第三条也指
出： “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
八十五条规定， 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加付赔
偿金的， 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案例2】
向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

康女士等11人离开公司时，
公司以资金周转实在困难为由，
分别向他们出具了欠薪条， 并言
明在三个月后一次性付清 。 可
是 ， 时过半年后的2020年3月 ，
公司仍一拖再拖。

康女士等人该怎么办呢？

【点评】
可以申请仲裁。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条规

定：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

同约定和国家规定， 向劳动者及
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劳动仲裁法》 第二条也指
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
争议， 适用本法：(一)因确认劳动
关系发生的争议；(二) 因订立、履
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
生的争议；(三)因除名、辞退和辞
职、离职发生的争议；(四)因工作
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
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
(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
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
议； (六) 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
他劳动争议。”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十
九条则表明： “劳动者与用人单
位因工资支付发生劳动争议的 ，
当事人可依法向劳动争议仲裁机
关申请仲裁。”

由此来看， 康女士等索要欠
薪的请求是会得到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支持的。

【案例3】
向法院提起诉讼

虽然出具了欠薪条， 约定了
支付欠薪的时间， 可公司对于郭
女士的欠薪还是一拖再拖。 郭女
士曾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
报， 但没有下文。 她也想过向劳

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可
又担心拖的时间太长。

“我能否直接向法院提起民
事诉讼， 要求法院责令公司支付
吗？” 郭女士问。

【点评】
郭女士可以直接向法院起

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二）》 第三条规定： “劳
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为证
据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诉讼请
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
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 按照普
通民事纠纷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一 ）》 第十五条也指出 ：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 迫
使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劳动者的劳动
报酬和经济补偿， 并可支付赔偿
金：(一)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
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
(二) 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劳
动报酬或者提供劳动条件的；(三)
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
的；(四)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
时间工资报酬的；(五)低于当地最
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颜梅生 法官

单位拒不支付欠薪，员工可通过3种途径维权

在此次抗击疫情过程中，“隔离”成了一个热门词汇，多地采取居家隔离、集中隔离、延迟复工等措施防止疫情扩
散蔓延。 该措施在减少人员流动的同时，也达到了有效发现传染源，阻断病毒传播的目的。 不过，隔离期间的工资报
酬应当如何支付，也成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关注的焦点。 近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就此进行了解读。


